
年度別 工作計畫 用途別科目(二級) 預算(保留)金額 決算金額(含保留數)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純自旋流的產生與自旋力矩的轉移對磁單元結
構影響的相關研究_MOST105-2112-M-001-031- 國外旅費 42,726

107
台灣微中子實驗-以超低能高純鍺探測器研究
微中子物理與找尋暗物質及-製作嶄新技術的
薄表面P-型點極高純鍺探測器_MOST104-2112-

國外旅費 6,161

107
過渡金屬硫化物中金屬離子空穴與物性之關聯
研究_MOST105-2112-M-001-006-MY3

國外旅費 105,930

開會

107
奈米科技創新應用規劃推動計畫_MOST106-
2119-M-001-016

國外旅費 143,994

107 科技部結餘款再運用:陳怡全 國外旅費 18,685

107
複幾何及柯西黎曼幾何中的局部指標,族指標
及正質量 鄭日新_MOST106-2115-M-001-013-

國外旅費 39,987

107
二次多項式茱利亞集退化之研究 (III): Collet-
Eckmann Condition 陳怡全_MOST106-2115-M-
001-007-

國外旅費 120,000

107
波茲曼方程和黏性守恆律 劉太平_MOST106-
2115-M-001-011-

國外旅費 22,400

107
多項式渾沌展開法求解隨機波動率布萊克-休
斯方程式 林玉端_MOST106-2115-M-001-005-

國外旅費 80,000

107
頂點算子代數的軌流形理論(林正
洪)_MOST104-2115-M-001-004-MY3

國外旅費 68,920

研究

107
李超代數的BGG模範疇 程舜仁_MOST106-
2115-M-001-008-MY3

國外旅費 42,175

107
李超代數的BGG模範疇 程舜仁_MOST106-
2115-M-001-008-MY3

國外旅費 18,938

107
頂點算子代數的軌流形理論(林正
洪)_MOST104-2115-M-001-004-MY3

國外旅費 46,553

107
模型式的反分圓岩澤理論(謝銘倫)_MOST103-
2115-M-001-013-MY5

國外旅費 54,075

107
蒙地卡羅馬氏過程的加速和比較及其相關課題
黃啟瑞_MOST106-2115-M-001-010-

國外旅費 51,552

開會

107
模p志村族之幾何(余家富)_MOST104-2115-M-
001-001-MY3

國外旅費 1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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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橢圓型和退化拋物型方程解的特性研究 許健
明_MOST106-2115-M-001-006-

國外旅費 5,768



107

以三維多空間尺度方式操作及影像學技術來研
究腫瘤微環境內的細胞互動機制-發展重組的
3-D平台來在研究腫瘤微環境體系結構相關的
細_胞行為和細胞間的相互作用(總計畫暨

國外旅費 100,000

107
透過Drell-Yan過程量測核 與介子的夸克多維度
分布_MOST106-2112-M-001-024

國外旅費 54,235

107
力學不穩定性對發育和疾病的影響_MOST104-
2112-M-001-043-MY3

國外旅費 35,274

107
理論研究拓樸材料及異質介面物理-
2_MOST106-2119-M-001-028

國外旅費 94,679

107
高分子超薄膜相分離、動力學及粘彈性
_MOST104-2112-M-001-035-MY3

國外旅費 83,486

107
奈米科技創新應用規劃推動計畫_MOST106-
2119-M-001-016

國外旅費 171,277

107
布朗運動粒子在具有不對稱性和各向異性的狹
窄通道之能量轉換_MOST106-2112-M-001-026

國外旅費 60,000

107
量化分析肌動蛋白收縮對自組裝包囊中的表皮
細胞型態包括緊密連結型態,細胞高寬比的影
響_MOST106-2112-M-001-029

國外旅費 88,693

107
癌症與複雜生物和社會系統研究_MOST106-
2112-M-001-027

國外旅費 45,412

107
以奈米流通道及串聯陣列奈米電子量測為基礎
的單分子液相層析平台(3/3)_MOST106-2119-
M-001-005

國外旅費 75,000

107
以奈米流通道及串聯陣列奈米電子量測為基礎
的單分子液相層析平台(3/3)_MOST106-2119-
M-001-005

國外旅費 80,000

107
熱電隨身自充電源開發以為行動電子裝置之應
用(3/3)_MOST106-2119-M-001-007

國外旅費 94,561

107
熱電隨身自充電源開發以為行動電子裝置之應
用(3/3)_MOST106-2119-M-001-007

國外旅費 110,989

107
理論研究拓樸材料及異質介面物理-
2_MOST106-2119-M-001-028

國外旅費 89,465

107
探索低維度物質與其介面的物理現象
_MOST105-2112-M-001-012-MY3

國外旅費 55,530

107
理論研究拓樸材料及異質介面物理-
2_MOST106-2119-M-001-028

國外旅費 109,749

107
對撞機物理的微擾量子色動力學研究及三體B
介子衰變的微擾量子色動力學分析_MOST104-
2112-M-001-037-MY3

國外旅費 45,668

107
理論研究拓樸材料及異質介面物理-
2_MOST106-2119-M-001-028

國外旅費 202,225

107
2018年日本nano tech奈米科技展-台灣館參展
計畫_MOST106-2119-M-001-032

國外旅費 73,510

107 構影響的相關研究_MOST105-2112-M-001-031-
MY3

國外旅費 42,726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以阿爾法磁譜儀和大規模低溫重力波望遠鏡挑
戰基本物理與宇宙論-及以大規模低溫重力波

107
探索多信息宇宙-從參與重力波天文台的建設
到大型巡天望遠鏡(1/5)_

國外旅費 110,156

107

台灣微中子實驗-以超低能高純鍺探測器研究
微中子物理與找尋暗物質及-製作嶄新技術的
薄表面P-型點極高純鍺探測器_MOST104-2112-
M-001-038-MY3

國外旅費 42,300

107
參與ATLAS實驗搜尋新物理現象-15-參與ATLAS
實驗搜尋新物理現象-15_MOST104-2112-M-
001-023-MY3

國外旅費 63,835

107
量化分析肌動蛋白收縮對自組裝包囊中的表皮
細胞型態包括緊密連結型態,細胞高寬比的影
響_MOST106-2112-M-001-029

國外旅費 19,633

107
透過Drell-Yan過程量測核子與介子的夸克多維
度分布_MOST106-2112-M-001-024

國外旅費 10,302

107
以精密磁譜儀探測宇宙中之反物質及暗物質-
17_MOST106-2112-M-001-017

國外旅費 65,279

107
腫瘤血管新生之X光立體顯微成像及分析
_MOST105-2112-M-001-020-MY3

國外旅費 246,500

107
微陣列X光源快速相位對比X光成像
(3/3)_MOST106-2119-M-001-006

國外旅費 100,975

107
2018年日本nano tech奈米科技展-台灣館參展
計畫_MOST106-2119-M-001-032

國外旅費 67,335

107
ATLAS實驗-ATLAS 實驗 NSW探測器升級與新物
理現象搜尋_MOST104-2112-M-001-025-MY3

國外旅費 69,718

107
2018年日本nano tech奈米科技展-台灣館參展
計畫_MOST106-2119-M-001-032

國外旅費 67,847

107
2018年日本nano tech奈米科技展-台灣館參展
計畫_MOST106-2119-M-001-032

國外旅費 67,168

107
2018年日本nano tech奈米科技展-台灣館參展
計畫_MOST106-2119-M-001-032

國外旅費 67,335

107
探索多信息宇宙-從參與重力波天文台的建設
到大型巡天望遠鏡(1/5)_

國外旅費 13,500

107
參與ATLAS實驗搜尋新物理 象-15-在ATLAS的
Run2數據實驗尋找新物理與希格斯玻色子的b
b-bar_MOST104-2112-M-001-026-MY3

國外旅費 66,434

研究

107
透過Drell-Yan過程量測核 反夸克的不對稱分布
和價 克橫向動量維度分布_MOST103-2112-M-
001-026-MY3

國外旅費 286,981

107
科技部專案補助(補助編號：107-2914-I-001-
005-A1)。 國外旅費 50,000

107 腦磁波儀實驗室外界補助款 國外旅費 66,984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1,729,000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2,913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22,14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26,500

開會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53,495

107 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李偉立 國外旅費 19,200

107 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杜其永)(美國) 國外旅費 16,737

開會

訪問

107 暗物質和微中子物理之唯象研究 國外旅費 61,653

107
2017年日本nano tech奈米 技展暨教育國際合
作專案 畫_MOST105-2119-M-001-045

國外旅費 96,898

107
2017年日本nano tech奈米 技展暨教育國際合
作專案 畫_MOST105-2119-M-001-045

國外旅費 97,539

107
2017年日本nano tech奈米 技展暨教育國際合
作專案 畫_MOST105-2119-M-001-045

國外旅費 94,911

107
2017年日本nano tech奈米 技展暨教育國際合
作專案 畫_MOST105-2119-M-001-045

國外旅費 214,237

107
戰基本物理與宇宙論-及以大規模低溫重力波
望遠鏡開啟天文學的新紀元_MOST106-2112-
M-001-016

國外旅費 45,609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150,000
訪問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96,835

107

赴美國Daytona Beach參加4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po on Advance Ceramics and
Composites 計畫補助編號: 107-2914-I-001-003-
A1

國外旅費 98,256

107
應用新穎合成胜月太與胜月太修飾之奈米粒子
來抑制亨丁頓氏舞蹈症中的蛋白錯誤堆疊
_106-2628-M-001-002-MY3

國外旅費 57,223

107
分子機器的設計與製造：從核醣核酸聚合?的
單分子動態研究到應用化學生物學增益其延展
性_106-2113-M-001-028

國外旅費 83,628

107
建立人類蛋白質體之高效率質譜導航系統
_104-2113-M-001-005-MY3

國外旅費 60,000

107
固態有機超分子刺激應答材料開發_106-2113-
M-001-014-MY3

國外旅費 56,184

107
先進的漢彌頓於的耦合值計算與極化子的傳輸
應用方法開發_105-2113-M-001-009-MY4

國外旅費 40,639

107
以生物無機化合物及功能性材料整合為高效率
能源及替代燃料製備系統_106-2113-M-001-
031-MY3

國外旅費 77,587

107
具烷烴活化功能之細菌膜蛋白其催化研究-辛
烷羥基化?與二甲苯單加氧?_104-2113-M-001-
013-MY3

國外旅費 91,487

107
先進的漢彌頓於的耦合值計算與極化子的傳輸
應用方法開發_105-2113-M-001-009-MY4

國外旅費 4,867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5,9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27,7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27,45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1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22,14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5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28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458,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6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磷酸膽鹼：調控植物維管束發育的㇐個新發現
的訊息調節者(1/5))(植輝)_MOST 106-2628-B-
001-002

國外旅費 62,701

107
光促進阿拉伯芥轉譯作用的分子機制研究
(4/5)(植幸)_MOST 106-2321-B-001-011

國外旅費 49,663

107
利用奈米科技加速CRISPR/Cas9及其應用於基
因體編輯(1/2)(植仰)_MOST 106-2633-B-001-
001

國外旅費 38,478

107
利用奈米科技加速CRISPR/Cas9及其應用於基
因體編輯(1/2)(植仰)_MOST 106-2633-B-001-
001

國外旅費 38,477

開會

107
研究雞肉絲菇與環境因子交互作用下的出菇分
子機制(植仰)_MOST 106-2311-B-001-035-MY3

國外旅費 32,208

107
魚類鈉氫交換參與之排酸機制及荷爾蒙調控
(3/3_MOST106-2321-B-001-025-

國外旅費 32,000

研究

107
魚類鈉氫交換參與之排酸機制及荷爾蒙調控
(3/3_MOST106-2321-B-001-025-

國外旅費 32,000

107
磷酸肌醇磷酸脢IIr調控有絲分裂期微管動態平
衡的機制_MOST106-2320-B-001-003-

國外旅費 101,190

實習

開會

107
第十型葡萄糖運送子在脂肪組織中之生理功能
與調控_MOST104-2320-B-001-021-MY3

國外旅費 61,582

107
106年度科技部台德(MOST-DAAD)雙邊合作計
畫人員交流PPP計畫(1/2) : 選擇性C-H鑑活化雙
金屬催化合作，106-2911-I-001-509

國外旅費 112,114

進修

研究

107
為銅奈米模板穿上貴金屬:製備低成本高效能
之雙金屬奈米觸媒以利於能量轉換的催化表現
_106-2113-M-001-030-MY2

國外旅費 25,696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22,786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43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5,941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570,000

107
探討細胞自噬穿膜蛋白Atg9的分子調控機轉與
在果蠅發育之角色_MOST105-2311-B-001-062-
MY3

國外旅費 88,101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7,44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60,000

開會

開會

107 植物光照學對mRNA選擇性剪接的影響 國外旅費 24,711

107
阿拉伯芥⾧醇生合成與蛋白醣基化及逆境反應
之關聯性研究(植江)_MOST 104-2311-B-001-
032-MY3

國外旅費 28,086

107
磷酸肌酯訊息傳導參與內質網逆境反應(植
江)_MOST 105-2628-B-001-007-MY3

國外旅費 44,762

107
磷酸膽鹼：調控植物維管束發育的㇐個新發現
的訊息調節者(1/5))(植輝)_MOST 106-2628-B-
001-002

國外旅費 41,128

107 捐贈款(賀端華老師捐款補助) 國外旅費 46,736

研究

107
阿拉伯芥⾧醇生合成與蛋白醣基化及逆境反應
之關聯性研究(植江)_MOST 104-2311-B-001-
032-MY3

國外旅費 38,496

107
106年度「中研院植微所獎勵年輕學者出席國
際會議選拔賽」補助金額USD$1,600 (約
NT$46,000) (賀端華老師捐助款)

國外旅費 48,088

107
調控早期胚胎發育與種子萌發基因的分子機制
研究(植裕)_MOST 105-2311-B-001-074-MY3

國外旅費 24,000

107
磷酸膽鹼：調控植物維管束發育的㇐個新發現
的訊息調節者(1/5))(植輝)_MOST 106-2628-B-
001-002

國外旅費 32,231

107
以細胞膜為基礎的植物乾旱耐受訊息傳遞(植
韋)_MOST 105-2628-B-001-010-MY4

國外旅費 34,988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40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7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060,000

研究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4,083

進修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07,221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9,297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9,012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6,689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9,172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6,609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9,012

訪問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9,302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66,278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80,768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66,277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1,97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7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CREATE VII:亞洲增生與碰撞大地構造研究整合
型計畫-III 總計畫 (ACT in Asia-III)－西伯利亞古
陸阿爾丹地塊太古代至新生代地殼_MOST106-

國外旅費 18,211

實習

開會

107
越過西藏（ＩＩ）：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２／５）_MOST106-2745-M-
001-002-ASP

國外旅費 30,156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6,671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4,442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4,506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5,254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9,179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43,188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42,649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2,277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1,329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6,876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1,538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9,068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1,729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73,178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75,628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3,013



107
台灣及其鄰近地區地體動力學研究II（GOTTA
II）構建即時傳輸南海地震網與南海周邊地體 國外旅費 41,213

107
花東縱谷中段之近斷層變形監測研究（III）
_MOST106-2116-M-001-018

國外旅費 33,649

107
雪山山脈與脊樑山脈之地質界線特徵研究（
II）_MOST105-2116-M-001-019

國外旅費 100,000

107
兩岸共同研究議題－地震延續合作研究：雲南
及鄰區中強地震破裂方向性與發震斷層關係研
究_MOST103-2116-M-001-026-MY3

國外旅費 20,000

107
第㇐代台灣三維全波形速度模型：物理式強地
動評估至週期２秒_MOST105-2116-M-001-026-
MY2

國外旅費 100,000

107
越過西藏（ＩＩ）：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２／５）_MOST106-2745-M-
001-002-ASP

國外旅費 195,871

107
越過西藏（ＩＩ）：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２／５）_MOST106-2745-M-
001-002-ASP

國外旅費 90,475

107
利用木洞研究所寬頻海底地震儀及荷蘭繫纜溫
度計研究颱風引起地動_MOST106-2611-M-
001-002

國外旅費 45,239

107
造山作用變形構造的⾧期演育機制分析(四)：
活斷層，節理，岩石熱歷史，塊體旋轉
_MOST105-2116-M-001-001

國外旅費 100,000

107
由哈薩克，挪威及日本案例探討碰撞／隱沒帶
之溶(熔)液－岩石交互作用（ＩＩ）
_MOST105-2116-M-001-022

國外旅費 99,418

107
台灣及其鄰近地區地體動力學研究II（GOTTA
II）構建即時傳輸南海地震網與南海周邊地體
構造研究（I）(1/3)_MOST105-2116-M-001-

國外旅費 27,374

107
台灣及其鄰近地區地體動力學研究II（GOTTA
II）構建即時傳輸南海地震網與南海周邊地體
構造研究（I）(1/3)_MOST105-2116-M-001-

國外旅費 15,000

107

亞洲增生與碰撞大地構造研究整合型計劃－利
用線性陣列與區域地震網觀測資料分析中南半
島之地體構造與地震活動(II)_MOST106-2116-
M-001-004

國外旅費 42,700

107
台灣及其鄰近地區地體動力學研究II（GOTTA
II）構建即時傳輸南海地震網與南海周邊地體
構造研究（I）(1/3)_MOST105-2116-M-001-

國外旅費 60,000

107
台灣西南部之彈塑性模型_MOST106-2116-M-
001-017

國外旅費 53,638

107
台灣未來大型地震情境之數值模擬研究
_MOST106-2116-M-001-015

國外旅費 60,000

107
花東縱谷中段之近斷層變形監測研究（III）
_MOST106-2116-M-001-018

國外旅費 32,363

107
含水橄欖石及其同質異相體於高壓下之熱傳導
及彈性係數研究II_MOST106-2116-M-001-022

國外旅費 31,303

107
106年台灣地震中心儀器服務計畫暨印度次大
陸南部地區上地幔剪力波各向異性三維結構成
像研究_MOST106-2119-M-001-020

國外旅費 90,000

陸阿爾丹地塊太古代至新生代地殼_MOST106-



107
海底地震儀低頻噪聲之深海洋流模型
1/2_MOST106-2116-M-001-027

國外旅費 15,241

107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地熱與天然氣水合物主軸
中心之推動及管理計畫（Ｖ）_MOST107-
3113-F-001-001

國外旅費 66,828

107
越過西藏（ＩＩ）：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２／５）_MOST106-2745-M-
001-002-ASP

國外旅費 8,593

107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地熱與天然氣水合物主軸
中心之推動及管理計畫（Ｖ）_MOST107-
3113-F-001-001

國外旅費 57,705

107
造山作用變形構造的⾧期演育機制分析(五)：
活斷層，節理，岩石熱歷史，塊體旋轉
_MOST106-2116-M-001-001

國外旅費 12,201

107
利用地震波型研究台灣中型地震線震源參數
_MOST106-2116-M-001-010

國外旅費 70,326

107
利用木洞研究所寬頻海底地震儀及荷蘭繫纜溫
度計研究颱風引起地動_MOST106-2611-M-
001-002

國外旅費 22,844

107
臺灣GPSS連續觀測資料與環境因子，地表變
形及斷層暫態滑移之關聯性及其物理過程
_MOST104-2628-M-001-008-MY4

國外旅費 28,296

107

CREATE VII:亞洲增生與碰撞大地構造研究整合
型計畫-III 總計畫 (ACT in Asia-III)－西伯利亞古
陸阿爾丹地塊太古代至新生代地殼_MOST106-
2116-M-001-023

國外旅費 99,539

107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地熱與天然氣水合物主軸
中心之推動及管理計畫（Ｖ）_MOST107-
3113-F-001-001

國外旅費 67,601

107
大台北都會區與台灣北部山區地震觀測網（
II）_MOST106-2116-M-001-012

國外旅費 95,706

107
大氣中二氧化碳和㇐氧化氮生地化循環
_MOST105-2111-M-001-006-MY3

國外旅費 86,796

107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地熱與天然氣水合
物主軸中心之推動及管理計畫(IV)_MOST107-
3113-F-001-001

國外旅費 82,322

107
台灣及其鄰近地區地體動力學研究II（GOTTA
II）構建即時傳輸南海地震網與南海周邊地體
構造研究（I）(1/3)_MOST105-2116-M-001-

國外旅費 58,486

107
臺灣GPSS連續觀測資料與環境因子，地表變
形及斷層暫態滑移之關聯性及其物理過程
_MOST104-2628-M-001-008-MY4

國外旅費 17,657

107
台菲(VOTE TWG國合計畫-馬尼拉隱沒帶與菲律
賓斷層之地震與大地測量監測計畫_MOST105-
2923-M-006-006-MY3

國外旅費 58,486

107
越過西藏（ＩＩ）：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２／５）_MOST106-2745-M-
001-002-ASP

國外旅費 75,440

107 II）構建即時傳輸南海地震網與南海周邊地體
構造研究（I）(1/3)_MOST105-2116-M-001-

國外旅費 41,213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越過西藏（ＩＩ）：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２／５）_MOST106-2745-M- 國外旅費 82,637

107
第㇐過渡系元素與同位素之高溫地球化學研究
_MOST105-2628-M-001-002-MY4

國外旅費 68,129

107
越過西藏（ＩＩ）：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２／５）_MOST106-2745-M-
001-002-ASP

國外旅費 82,637

107
台菲(VOTE TWG國合計畫-馬尼拉隱沒帶與菲律
賓斷層之地震與大地測量監測計畫_MOST105-
2923-M-006-006-MY3

國外旅費 72,993

107
台菲(VOTE TWG國合計畫-馬尼拉隱沒帶與菲律
賓斷層之地震與大地測量監測計畫_MOST105-
2923-M-006-006-MY3

國外旅費 72,993

107
台菲(VOTE TWG國合計畫-馬尼拉隱沒帶與菲律
賓斷層之地震與大地測量監測計畫_MOST105-
2923-M-006-006-MY3

國外旅費 75,438

107
越過西藏（ＩＩ）：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２／５）_MOST106-2745-M-
001-002-ASP

國外旅費 38,284

107
台菲(VOTE TWG國合計畫-馬尼拉隱沒帶與菲律
賓斷層之地震與大地測量監測計畫_MOST105-
2923-M-006-006-MY3

國外旅費 89,318

107
冰衛星之地體動力與演化：不均勻潮汐加熱之
效應（３／３）_MOST106-2116-M-001-014

國外旅費 31,403

107
越過西藏（ＩＩ）：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２／５）_MOST106-2745-M-
001-002-ASP

國外旅費 49,270

107
差動水壓計(DGP)，小型水下聽音器
(Hydrophone)及自製寬頻海底地震儀BBYB的特
性檢測方法2/3_MOST106-2116-M-001-008

國外旅費 4,949

107
差動水壓計(DGP)，小型水下聽音器
(Hydrophone)及自製寬頻海底地震儀BBYB的特
性檢測方法2/3_MOST106-2116-M-001-008

國外旅費 4,699

107
越過西藏（ＩＩ）：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２／５）_MOST106-2745-M-
001-002-ASP

國外旅費 65,859

107
越過西藏（ＩＩ）：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２／５）_MOST106-2745-M-
001-002-ASP

國外旅費 77,837

107
越過西藏（ＩＩ）：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２／５）_MOST106-2745-M-
001-002-ASP

國外旅費 51,853

研究

107

亞洲增生與碰撞大地構造研究整合型計劃－利
用線性陣列與區域地震網觀測資料分析中南半
島之地體構造與地震活動(II)_MOST106-2116-
M-001-004

國外旅費 132,519

107
花東縱谷中段之近斷層變形監測研究（III）
_MOST106-2116-M-001-018

國外旅費 33,135

107
造山作用變形構造的⾧期演育機制分析(五)：
活斷層，節理，岩石熱歷史，塊體旋轉
_MOST106-2116-M-001-001

國外旅費 60,972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應用於互動式音樂系統之自動採譜演算法
_MOST106-2218-E-001-003-MY3

國外旅費 111,229

107
自動化生成和驗證高效安全不洩漏旁通道資訊
的密碼學程式　_MOST105-2221-E-001-014-
MY3

國外旅費 71,219

107

綠能平台與伺服器之次世代記憶-儲存系統設
計－總計畫暨子計畫㇐：次世代綠能記憶-儲
存系統之整合管理設計_MOST105-2221-E-001-
004-MY2

國外旅費 54,795

107
提升家用機器人智慧感知能力之深度學習技術
開發(2/3)_MOST106-3114-E-001-007

國外旅費 100,000

107
雲端計算架構下的密碼學_MOST106-2628-E-
001-002-MY3

國外旅費 75,000

107
自動化生成和驗證高效安全不洩漏旁通道資訊
的密碼學程式　_MOST105-2221-E-001-014-
MY3

國外旅費 117,312

107
多樣化社群直播群組推薦技術研究_MOST106-
2221-E-001-015-MY2

國外旅費 48,037

107
以超邊為基礎結合頻繁樣式之社群網路分析
_MOST105-2628-E-001-001-MY2

國外旅費 74,540

開會

107
雲端計算架構下的密碼學_MOST106-2628-E-
001-002-MY3

國外旅費 75,000

研究

107 Kyoshu Univeristy Museum for sampling work 國外旅費 24,874

107
前往夏威夷參加2018年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15th Annual Meeting)

國外旅費 22,330

107

參加 15th Annual Meeting 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因執行所內研究計畫,須至
美國夏威夷參加2017AOGS會議，並發表研究
成果，故出國經費由所內業務費支付。)

國外旅費 30,745

107
出席美國紐奧良地球物理聯合會(AGU)2017年
秋季大會 國外旅費 80,000

開會

107
出席美國紐奧良地球物理聯合會(AGU)2017年
秋季大會 國外旅費 15,116

107
越過西藏（ＩＩ）：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２／５）_MOST106-2745-M-
001-002-ASP

國外旅費 98,752

107
臺俄(RU)國合計畫－世界最深淡水湖貝加爾湖
的源匯研究：造山作用與湖泊沈積物源的關聯
（１／３）_MOST107-2923-M-001-007

國外旅費 120,890

107

亞洲增生與碰撞大地構造研究整合型計劃－利
用線性陣列與區域地震網觀測資料分析中南半
島之地體構造與地震活動(II)_MOST106-2116-
M-001-004

國外旅費 44,112

001-002-ASP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代9999_王建民老師科技部計畫結餘款再運用 國外旅費 17,338

107
科技部陳孟彰老師結餘款再運用
_2018FOSDEM， 國外旅費 20,000

107
代9999_王新民老師計畫結餘款再運用
_ICASSP2018

國外旅費 15,603

開會

107
科技部林仲彥老師計畫結餘款再運用_The
Sixteenth Asia Pacific Bioinformatics Conference

國外旅費 67,014

研究

107
融合觀測站與微型裝置資料來實現細懸浮微粒
監測及小地區空氣品質推估(2/3)_MOST106-
3011-F-001-001

國外旅費 82,760

107
供應鏈金融:大數據風險信 分析與智能合約眾
籌監理 術應用-供應鏈金融隨機風險建模與決
策支援(1/3)_MOST106-3114-E-468-001

國外旅費 38,494

107 國外旅費 15,000

107
Multi-Q2:㇐個針對使用同質量標記的蛋白質定
量之自動化分析軟體系統_MOST106-2221-E-
001-018

國外旅費 50,000

107
雲端計算架構下的密碼學_MOST106-2628-E-
001-002-MY3

國外旅費 17,426

107
深度學習於多媒體資料處理的相關研究及應用
(2/5~5/5)(1/4)_MOST107-2634-F-001-003

國外旅費 30,000

107
具深度理解之對話系統及智慧型輔助學習機器
人(2/5~5/5)(1/4)_MOST107-2634-F-001-005

國外旅費 55,050

107
具深度理解之對話系統及智慧型輔助學習機器
人(2/5~5/5)(1/4)_MOST107-2634-F-001-005

國外旅費 26,070

107
壓縮感測重建效能之理論分析--拉近理論與現
實之差距　_MOST104-2221-E-001-019-MY3

國外旅費 63,471

107
深度學習於多媒體資料處理的相關研究及應用
(2/5~5/5)(1/4)_MOST107-2634-F-001-003

國外旅費 56,891

107
基於AI應用之深度學習智慧系統整合－異質性
深度模型整合與檢索特徵學習(1/4)_MOST107-
2634-F-001-004

國外旅費 87,778

107
多樣化社群直播群組推薦技術研究_MOST106-
2221-E-001-015-MY2

國外旅費 119,263

107
自動驗證和生成進行數據密集型計算的程式
_MOST106-2221-E-001-009-MY3

國外旅費 54,797

107
發展高速分散平行演算法於雲端以達成巨量次
世代定序資料之高品質基因體組裝_MOST105-
2221-E-001-031-MY3

國外旅費 55,913

_MOST106-2218-E-001-003-MY3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1,729,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5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5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28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458,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600,000

開會

107
107年3月24日至3月28日，出席於愛爾蘭都伯
林舉行的【解決健康與疾病發炎反應研討會】 國外旅費 110,420

2,820

實習

訪問

107

107年2月3日至2月7日，出席於美國聖地牙哥
舉行的【SLAS2018】，並於1月29日至22日及2
月9日至2月14日訪問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另
於2月8日訪問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國外旅費

訪問

進修

研究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86,559

107
介白素-1第二型受器(IL1R2)在人類大腸癌血管
新生及造成癌瑞格(regorafenib)抗性的角色
_MOST104-2320-B-001-008-MY3

國外旅費 124,755

107
腦中風之基因及功能表達之研究_MOST106-
2314-B-001-002-MY2

國外旅費 48,960

107
設計並建立治療用人類酵素_MOST105-2320-B-
001-009-MY3

國外旅費 67,435

107
異位性皮膚炎，皮膚微生物群和短鏈脂肪酸－
皮脂腺釋放之脂肪酸於異位性皮膚炎之研究
(3/3)_OST106-2320-B-001-002

國外旅費 100,000

107
半乳糖凝集素在情境恐懼制約學習與記憶的角
色及機制探討_MOST106-2320-B-001-005-MY3

國外旅費 145,210

107
kv1.1型鉀離子通道對小鼠成年神經新生的功
能性探討_MOST106-2320-B-001-013

國外旅費 100,000

107
利用嶄新基因改造小鼠剖析乳癌相關基因
SCUBE2的病理功能_MOST104-2320-B-001-011-
MY3

國外旅費 88,652

107
以介白素21發展慢性B型肝炎治癒療法
_MOST105-2320-B-001-006-MY3

國外旅費 101,601

開會

107
研究CollagenXIA1-EGFR訊息傳遞路徑在CD44v6
促進惡性腫瘤特徵中所扮演的角色_MOST106-
2320-B-001-016

國外旅費 110,882

進修

107
王柏堯老師科技部計畫結餘款再運用_HACS
2018

國外旅費 67,996

107
科技部-廖弘源老師計畫結餘款再運用_ICASSP
2018

國外旅費 22,127

107
代9999_王建民老師科技部計畫結餘款再運用
_ICCCS 2018

國外旅費 17,338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國外旅費 1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carbonyl oxide與水的反應速度理論計算
(2/3)_MOST 106-2113-M-001-007

國外旅費 12,562

107
生物細胞膜奈米結構與其功能性_MOST 105-
2112-M-001-016-MY3

國外旅費 36,223

107
設計新穎二維材料及其在能源上的應用_MOST
105-2119-M-001-040-MY3

國外旅費 37,471

107

強場雷射在極紫外光源、粒子加速器、實驗室
天文物理上的應用－雷射電漿交互作用應用於
粒子加速器的控制和優化_MOST 104-2112-M-
001-030-MY3

國外旅費 78,480

107
質子的量子行為(3/3)_MOST 106-2113-M-001-
005

國外旅費 124,338

107
(1)DNA四股的結構轉換效應(2)CARS應用於活
體生物系統中脂質代謝之研究_MOST 106-
2119-M-001-030

國外旅費 83,419

107
強場雷射在極紫外光源、粒子加速器、實驗室
天文物理上的應用－雷射電漿交互作用應用於
粒子加速器的控制和優化_MOST 104-2112-M-

國外旅費 54,659

開會

107
聚集區域資料之空間估計及推論_MOST 106-
2118-M-001-002-MY3

國外旅費 16,943

研究

107
臺法(FR)國合計畫-組合結構上的非正規漸近分
析_MOST 105-2923-E-001-001-MY4

國外旅費 145,249

107
穩健型有標誤的羅吉斯迴歸並延伸於張量羅吉
斯迴歸及支撐向量機_MOST 105-2118-M-001-
010-MY2

國外旅費 74,163

107
核心平滑估計(Kernel Smoothing)及其在低溫電
顯影像分析中的應用_MOST 106-2118-M-001-
001-MY2

國外旅費 109,769

107
族群人種對藥物基因體與藥物表觀基因體之影
響_MOST 106-2314-B-001-003-MY3

國外旅費 17,610

開會

107
聚集區域資料之空間估計及推論_MOST 106-
2118-M-001-002-MY3

國外旅費 23,410

107
107年5月2日至5月5日，出席於加拿大蒙特婁
舉行的【ISCT 2018 Montreal】 國外旅費 66,111

107
107年5月16日至5月19日，出席於美國佛羅里
達奧蘭多舉行的【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 (IID) 2018】

國外旅費 121,411

107
107年4月26日至4月27日，出席於法國里爾舉
行的【第二屆歐州Tau蛋白大會】 國外旅費 40,000

107
107年1月15日至1月17日，出席於日本橫濱舉
行的【The Sixteenth Asia Pacific Bioinformatics
Conference】

國外旅費 30,000



107 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國外旅費 26,802
107 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國外旅費 24,933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420025　孫以瀚老師-J7計畫結餘款再運用 國外旅費 5,825

14,609

研究

開會

107 計畫結餘款再運用-鄭淑珍老師 國外旅費

107 台大景康藥學基金會424331 國外旅費 50,967

107
Studying cellular response to extrachromosmal
telomere repeat DNA and its role in ALT cancer
development_MOST 105-2311-B-001-055-MY3

國外旅費 90,969

107
使用動物模式研究類固醇的新功能(4/5)_MOST
106-2321-B-001-008 -

國外旅費 40,000

107
使用動物模式研究類固醇的新功能(4/5)_MOST
106-2321-B-001-008 -

國外旅費 53,342

107
駕馭胚胎幹細胞分化成各式運動神經元亞型並
剖析亞型分化之分子機制_MOST 104-2311-B-
001 -030 -MY3

國外旅費 53,514

107
神經病變相關之核醣核酸結合蛋白質之結構研
究_MOST 105-2311-B-001-077-MY3

國外旅費 85,799

107
調控HIF-1α主導之細胞免疫力：免疫耐容性及
發炎性自體免疫反應之決定(5/5)_MOST 106-
2321-B-001-002 -

國外旅費 102,848

107
駕馭胚胎幹細胞分化成各式運動神經元亞型並
剖析亞型分化之分子機制_MOST 104-2311-B-
001 -030 -MY3

國外旅費 99,782

107
標靶式操控基因表達核心設施_MOST 106-
2319-B-001-002 -

國外旅費 150,000

107
參與RNA剪接的Cwc23, Ntrl, Ntr2, Prp43及Brr2
蛋白質的結構及功能研究_MOST 104-2311-B-
001 -012 -MY3

國外旅費 192,882

開會

107
痘病毒粒子之醣科學研究(3/3)_MOST 106-
2321-B-001-033 -

國外旅費 102,443

研究

開會

107 NDNC 2018 國際會議 國外旅費 187,625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史上最深的遠紅外線高紅移星系巡天_MOST 國外旅費 9,881

107
史上最深的遠紅外線高紅移星系巡天_MOST
105-2112-M-001-029-MY3

國外旅費 89,628

107
銀河系中心的動力學_MOST 105-2112-M-001-
025-MY3

國外旅費 185,212

研究

107
偏極化光與磁場在不同尺度下的研究：從
ALMA陣列到JCMT天線_MOST 104-2119-M-001-
019-MY3

國外旅費 58,103

107
尋找Ia型超新星起源的線索_MOST 104-2112-
M-001-044-MY3

國外旅費 112,527

107
尋找Ia型超新星起源的線索_MOST 104-2112-
M-001-044-MY3

國外旅費 62,788

107
探測低質量恒星形成的最早期階段（二）
_MOST 106-2112-M-001-010-

國外旅費 61,062

107
大小麥哲倫星雲中物質的生命週期_MOST 104-
2628-M-001-004-MY3

國外旅費 32,395

107
探究低紅移星系之恆星形成與平息_MOST 106-
2112-M-001-034-

國外旅費 74,855

107
探究低紅移星系之恆星形成與平息_MOST 106-
2112-M-001-034-

國外旅費 72,765

107
宇宙大尺度結構中星系聚類的精確建模和對暗
能量特性和重力理論的宇宙測試_MOST 106-
2119-M-001-031-MY3

國外旅費 53,832

107
大小麥哲倫星雲中物質的生命週期_MOST 104-
2628-M-001-004-MY3

國外旅費 36,390

107
Atacama大型毫米/次毫米波陣列(ALMA)-臺灣
計畫(2/3)_MOST 106-2119-M-001-013-

國外旅費 80,164

107
銀河系中心的動力學_MOST 105-2112-M-001-
025-MY3

國外旅費 50,831

107
Atacama大型毫米/次毫米波陣列(ALMA)-臺灣
計畫(2/3)_MOST 106-2119-M-001-013-

國外旅費 78,591

107
Atacama大型毫米/次毫米波陣列(ALMA)-臺灣
計畫(2/3)_MOST 106-2119-M-001-013-

國外旅費 73,277

107
大小麥哲倫星雲中物質的生命週期_MOST 104-
2628-M-001-004-MY3

國外旅費 46,942

107
大小麥哲倫星雲中物質的生命週期_MOST 104-
2628-M-001-004-MY3

國外旅費 32,962

開會

107
大小麥哲倫星雲中物質的生命週期_MOST 104-
2628-M-001-004-MY3

國外旅費 35,000



107
CMOS感測器及成像電路之研究等5項
_XB06331P625-CS

國外旅費 79,707

107
Atacama大型毫米/次毫米波陣列(ALMA)-臺灣
計畫(2/3)_MOST 106-2119-M-001-013-

國外旅費 43,180

107
CMOS感測器及成像電路之研究等5項
_XB06331P625-CS

國外旅費 77,603

107
銀河系中心的動力學_MOST 105-2112-M-001-
025-MY3

國外旅費 227,412

107
超大質量黑洞和其周圍環境的成像：從十個秒
差距到史瓦西半徑尺度_MOST 106-2112-M-
001-011-

國外旅費 77,817

107
Atacama大型毫米/次毫米波陣列(ALMA)-臺灣
計畫(2/3)_MOST 106-2119-M-001-013-

國外旅費 197,255

107
Atacama大型毫米/次毫米波陣列(ALMA)-臺灣
計畫(2/3)_MOST 106-2119-M-001-013-

國外旅費 70,751

107
透過星系演化的數值模擬探索宇宙塵埃的起源
_MOST 105-2112-M-001-027-MY3

國外旅費 40,109

107
SPICA中紅外線儀器之初期研究_MOST 106-
2119-M-001-029-

國外旅費 68,950

107
透過星系演化的數值模擬探索宇宙塵埃的起源
_MOST 105-2112-M-001-027-MY3

國外旅費 22,363

107
透過星系演化的數值模擬探索宇宙塵埃的起源
_MOST 105-2112-M-001-027-MY3

國外旅費 27,635

107
行星和原始行星盤的潮汐交互作用：橢圓率對
於觀測的應用_MOST 106-2112-M-001-007-

國外旅費 25,194

107
Atacama大型毫米/次毫米波陣列(ALMA)-臺灣
計畫(2/3)_MOST 106-2119-M-001-013-

國外旅費 387,635

107
史上最深的遠紅外線高紅移星系巡天_MOST
105-2112-M-001-029-MY3

國外旅費 71,369

107
用次毫米波VLBI成像超大質量黑洞之陰影
_MOST 106-2119-M-001-027-

國外旅費 50,470

107
偏極化光與磁場在不同尺度下的研究：從
ALMA陣列到JCMT天線_MOST 104-2119-M-001-
019-MY3

國外旅費 43,230

107
探測低質量恒星形成的最早期階段（二）
_MOST 106-2112-M-001-010-

國外旅費 19,156

107
宇宙大尺度結構中星系聚類的精確建模和對暗
能量特性和重力理論的宇宙測試_MOST 106-
2119-M-001-031-MY3

國外旅費 42,721

107
Atacama大型毫米/次毫米波陣列(ALMA)-臺灣
計畫(2/3)_MOST 106-2119-M-001-013-

國外旅費 116,379

107
史上最深的遠紅外線高紅移星系巡天_MOST
105-2112-M-001-029-MY3

國外旅費 9,881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1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1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創作集漫畫人文期刊
出版計畫_

國外旅費 49,283

107
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創作集漫畫人文期刊
出版計畫_

國外旅費 49,123

107
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創作集漫畫人文期刊
出版計畫_

國外旅費 49,283

107
唐宋之間醫療相關作品的論證策略變化_MOST
106-2410-H-001-101-MY3

國外旅費 91,009

開會

107
明清東南中國的山民與海民：文化傳播與社群
建構的歷史過程_MOST 105-2410-H-001-067-
MY2

國外旅費 89,211

107 計畫結餘款再利用-農生中心楊文欽 國外旅費 32,401

研究

開會

107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與中研院雙邊研討會 國外旅費 8,121

開會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0,066

107
Atacama大型毫米/次毫米波陣列(ALMA)-臺灣
計畫(2/3)_MOST 106-2119-M-001-013-

國外旅費 149,297

107
Atacama大型毫米/次毫米波陣列(ALMA)-臺灣
計畫(2/3)_MOST 106-2119-M-001-013-

國外旅費 148,853

107
CMOS感測器及成像電路之研究等5項
_XB06331P625-CS

國外旅費 59,259

107
CMOS感測器及成像電路之研究等5項
_XB06331P625-CS

國外旅費 75,220

_XB06331P625-CS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客家、巴色差會與太平天國_ 國外旅費 37,128

研究

107
文化仰或文物化?女書的文化政治與人類學反
思_MOST106-2410-H-001-041-MY2

國外旅費 48,153

107
情感、階序與道德:越南孩童以及他們的台灣
表兄妹(在越南)的日常社會化_MOST105-2410-
H-001-035-MY2

國外旅費 61,024

107
台灣茶文化的新創及其全球化_MOST105-
2410-H-001-080-MY3

國外旅費 45,383

107

臺灣高齡社會下的家庭歷程:正向轉化的探討-
(總計畫暨子計畫九)外包孝道的可能功能:以孝
道雙元模型解讀家庭老人照顧分工型態的當
_MOST 105-2420-H-001-002-MY3

國外旅費 81,485

107 客家、巴色差會與太平天國_ 國外旅費 35,904

107
「地方社會的向心與離心:池上平原的多元宗
教格局」專書寫作計畫_MOST105-2410-H-001-
055-MY3

國外旅費 37,128

開會

107 客家、巴色差會與太平天國_ 國外旅費 37,128

107 「西學、理學與科舉：應撝謙研究」計畫 國外旅費 41,231

107
西學、理學與科舉：應撝謙研究_MOST 106-
2410-H-001-067-MY2

國外旅費 100,000

107
發現東方無意識：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的心理
治療_MOST 104-2410-H-001-001-MY2

國外旅費 137,542

107
「臺灣地區出土及傳世人形銅柄鐵刃器研究」
專書寫作計畫_MOST 104-2410-H-001-022-MY2

國外旅費 60,060

研究

107
安陽殷墟青銅器陶範製作法的研究_MOST 105-
2410-H-001-047-MY2

國外旅費 78,141

107
科技部補助許凱翔參與國際會議，補助編號
107-2914-I-001-007-A1

國外旅費 70,000

出版計畫_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169,182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研究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2,098

107
研發、模仿、外溢效果與國際貿易_MOST 105-
2410-H-001-001-MY3

國外旅費 122,584

107
遺產稅調降對死亡時點、遺產總額與財產累積
的影響_MOST 106-2410-H-001-018-MY3

國外旅費 77,364

107
台灣的永續都市化與水-能源-糧食鏈結決策支
援系統之研究:政策評估工具與永續發展指標
之建立(2/3)_Most 106-2627-M-001-012-

國外旅費 44,502

開會

107
自我預期實現均衡：勞動供給彈性和資本調整
成本的角色_MOST 104-2410-H-001-004-MY3

國外旅費 111,399

研究

107
交流史視野下的蘇州片研究_MOST 104-2628-
H-001-002-MY3

國外旅費 36,905

107
科技部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編號：
107-2914-I-001-004-A1

國外旅費 76,026

107
交流史視野下的蘇州片研究_MOST 104-2628-
H-001-002-MY3

國外旅費 80,000

開會

107
宗教與近代華人家庭生活初探_MOST 106-
2410-H-001-069-MY2

國外旅費 91,276

107
基督教、現代性與男性氣概的變容:以菲律賓
布卡洛(伊隆戈)人為例的研究_MOST106-2410-
H-001-060-MY2

國外旅費 103,153

107
Taking a Global Position-Through the Lens of
Tenrikyo英文專書寫作計畫_MOST106-2410-H-
001-001-MY2

國外旅費 74,381

107
新時代的緬甸古典音樂:世 、懷舊與陽性氣質
_MOST 103-2410-H-001-093-MY4

國外旅費 125,948

107 客家、巴色差會與太平天國_ 國外旅費 73,99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研究

107 宋燕輝科研基金計畫結餘款 國外旅費 55,924

107 赴南韓首爾出席會議 國外旅費 22,107

107 李有成計畫結餘款 國外旅費 78,871

開會

107 石黑㇐雄與遺忘的政治_106-2410-H-001-093 國外旅費 83,185

107
「意向等同」探討：語言與思想中的指代現象
_106-2410-H-001-095

國外旅費 85,000

107
美國有機農業與1970年代反文化運動_106-
2410-H-001-022-MY2

國外旅費 22,665

107
美國有機農業與1970年代反文化運動_106-
2410-H-001-022-MY2

國外旅費 59,386

研究

107
改變貿易的意義：美國從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
的中國政策_106-2410-H-001-002-MY2

國外旅費 162,647

107
美國的文明化任務及其轉化：《今日世界》於
冷戰時期華文世界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_105-
2410-H-001-069-MY3

國外旅費 76,898

107
美國、澳洲、紐西蘭有關《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第121條之適用、解釋、及實踐的比較研
究_106-2410-H-001-029

國外旅費 15,230

107
全球化脈絡下的東南亞區域整合_106-2420-H-
001-013

國外旅費 77,210

107
付費與非付費課後學業輔導的參與及效果投資
關係出發_106-2410-H-001-052-MY2

國外旅費 93,573

開會

107
美國有機農業與1970年代反文化運動_106-
2410-H-001-022-MY2

國外旅費 105,486

107
R&D投資、國際借債、與經濟成⾧:小型開放
經濟的分析_MOST 106-2410-H-001-003-MY3

國外旅費 90,176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開會

訪問

107 劉士永研究員結餘款再運用(600008) 國外旅費 42,347

107 葉盛吉日記第三期(含出版與翻譯解讀)計畫_ 國外旅費 47,891

107 葉盛吉日記第三期(含出版與翻譯解讀)計畫_ 國外旅費 45,000

107 葉盛吉日記第三期(含出版與翻譯解讀)計畫_ 國外旅費 80,842

研究

107
由「臺灣物」來看近現代的臺灣──「民謠」、
空間、文化認同、國家統合_MOST105-2410-H-
001-099-MY2

國外旅費 39,168

開會

107 葉盛吉日記第三期(含出版與翻譯解讀)計畫_ 國外旅費 46,751

107 陳相因結餘款 國外旅費 10,000

107
山本章夫的《詩經新註》研究_MOST 106-
2410-H-001-090-

國外旅費 80,000

107
重新標定史賓諾沙：想像的問題化_MOST 104-
2410-H-001-084-MY3

國外旅費 145,179

研究

107
知識、文學技藝與歷史感性：「靖難」視野下
的中國與海外_MOST 105-2628-H-001-006-MY3

國外旅費 37,625

107
中國中觀思想中的語言與實在_MOST 103-
2410-H-001-107-MY3

國外旅費 67,905

開會

107
接收者視角下的中古文學(續)_MOST 106-2410-
H-001-097-

國外旅費 91,768

107 宋燕輝計畫結餘款 國外旅費 14,309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第七期（IV-
V)_MOST 107-2420-H-001-003-SS2

國外旅費 82,901

107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第七期（IV-
V)_MOST 107-2420-H-001-003-SS2

國外旅費 86,384

107
全球化、中國因素、政經社會變遷、與社會抗
爭：台灣與香港的比較_MOST 104-2410-H-
001-075-MY2

國外旅費 31,132

107
公元2050年的人口與勞動力素質推計：急速老
化的台灣與其近鄰_MOST 105-2410-H-001-043-
MY2

國外旅費 2,205

107
揚帆待發，南針在抱?大學應屆畢業生的生涯
規劃探究_106-2410-H-001-082-SSS

國外旅費 53,742

107
學術轉移比較：戰後香港及新加坡理工學院的
歷史個案_MOST 105-2410-H-001-040-MY2

國外旅費 50,000

開會

107
全球化、中國因素、政經社會變遷、與社會抗
爭：台灣與香港的比較_MOST 104-2410-H-
001-075-MY2

國外旅費 18,224

研究

107 張隆志副研究員結餘款再運用(600011) 國外旅費 8,196

107 張隆志副研究員結餘款再運用(600011) 國外旅費 54,615

107 劉士永研究員結餘款再運用項下(600008) 國外旅費 30,880

107 劉士永研究員結餘款再運用(600008) 國外旅費 40,394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25,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尖端強化拉曼光譜學在電子穿隧範圍內之奈米
解析度及藉由電漿子玻塞爾效應對螢光放射時
間的操控_MOST 105-2221-E-001-021-MY3

國外旅費 93,811

107
發展應用於癌症研究之微流體多維度細胞培養
分析平台_MOST 104-2221-E-001-015-MY3

國外旅費 60,000

107
細胞間通訊在外部物理刺激下的調控研究
_MOST 106-2112-M-001-028-MY3

國外旅費 90,000

107
Kondo共振通過時間依賴密度函數理論_MOST
106-2112-M-001-021

國外旅費 53,337

107
Kondo共振通過時間依賴密度函數理論_MOST
106-2112-M-001-021

國外旅費 70,360

107
有機奈米精準醫學平台:快速分離循環腫瘤細
胞與個人化藥物篩選(1/3)_MOST 106-2119-M-
001-023

國外旅費 70,000

107
有機奈米精準醫學平台:快速分離循環腫瘤細
胞與個人化藥物篩選(1/3)_MOST 106-2119-M-
001-023

國外旅費 59,405

107
具環境敏感特性物質的研究(1/3)_MOST 106-
2113-M-001-021

國外旅費 90,196

107
利用微流體細胞培養元件及表型試驗到動物模
型探討癌症之轉移_NHRI-EX107-10523EI

國外旅費 38,098

107
奈米結構數位表面電漿子晶片在超靈敏生醫檢
測之發展與應用_MOST 106-2221-E-001-011

國外旅費 25,761

開會

107
有機奈米精準醫學平台:快速分離循環腫瘤細
胞與個人化藥物篩選(1/3)_MOST 106-2119-M-
001-023

國外旅費 95,909

研究

107 謝斐宇計畫結餘款再運用 國外旅費 66,986

107 蕭新煌計畫結餘款再運用 國外旅費 67,711

研究

開會

107 蕭新煌結餘款再運用 國外旅費 12,511



107 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國外旅費 50,000
107 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國外旅費 5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開會

107 赴香港理工大學進行短期研究。 國外旅費 7,621

107
運用非線性維度縮減及混合蒙地卡羅法以加速
生物巨分子構形取樣及自由能地形圖建構
_MOST 104-2112-M-001-029-MY3

國外旅費 11,113

107
雙壘穿隧接面中單分子的電導_MOST 104-
2112-M-001-008-MY3

國外旅費 59,521

107
有機奈米精準醫學平台:快速分離循環腫瘤細
胞與個人化藥物篩選(1/3)_MOST 106-2119-M-
001-023

國外旅費 36,102

107
Kondo共振通過時間依賴密度函數理論_MOST
106-2112-M-001-021

國外旅費 153,118

107
電控電漿子陶瓷材料奈米系統之開發與其超快
載子動力學研究_MOST 106-2112-M-001-036-
MY3

國外旅費 108,320

研究

107
Absorption enhancement in type-II coupled
quantum rings due to existence of quasi-bound
states

國外旅費 50,000

107
有機奈米精準醫學平台:快速分離循環腫瘤細
胞與個人化藥物篩選(1/3)_MOST 106-2119-M-
001-023

國外旅費 98,595

107
雙壘穿隧接面中單分子的電導_MOST 104-
2112-M-001-008-MY3

國外旅費 50,000

107
廣義三維邊坡穩定分析應用於深層潛勢山崩破
壞面推估之評估_MOST 106-2625-M-001-001

國外旅費 92,479

107
雙曲色散超穎材料增強在奈米尺度的輻射控制
_MOST 106-2112-M-001-018

國外旅費 99,650

107
運用非線性維度縮減及混合蒙地卡羅法以加速
生物巨分子構形取樣及自由能地形圖建構
_MOST 104-2112-M-001-029-MY3

國外旅費 158,650

107
運用計算輔助橢偏儀顯微成像作次微米結構之
光學檢測及生物顯像_MOST 106-2112-M-001-
022

國外旅費 37,636

107
發展量測活細胞平面方向彈性之微流體元件
_MOST 105-2221-E-001-002-MY2

國外旅費 60,000

107
運用計算輔助橢偏儀顯微成像作次微米結構之
光學檢測及生物顯像_MOST 106-2112-M-001-
022

國外旅費 80,811

107

以三維多空間尺度方式操作及影像學技術來研
究腫瘤微環境內的細胞互動機制－以光片顯微
鏡剖析在腫瘤微環境中細胞相互作用的多尺度
_MOST 106-2627-M-001-006

國外旅費 62,214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1,829,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48,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223,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4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87,000
訪問

107 677k01 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經費補助 國外旅費 60,000

107 前往出席學術會議及訪問 國外旅費 91,528

107
台灣紅楠蟲癭型態多樣性之基因調控網路研究
_MOST 106-2621-B-001-002

國外旅費 26,065

11,223

研究

開會

107
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國家入口網(TaiBIF)系統更
新開發及促進我國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發展
(105-108)_MOST 105-2621-B-001-002-MY3

國外旅費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15,565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88,208

訪問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93,419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92,987

開會

107
台灣GEOTRACES II: 氣膠微量金屬在西菲律賓
海的生地化循環及季節性轉換_MOST105-
2119-M-001-039-MY3

國外旅費 29,503

研究

107
國會肢體衝突之誘因的再探_MOST 106-2410-
H-001-033-MY2

國外旅費 90,448

107
中國印象調查研究，2016-2019_MOST 105-
2410-H-001-021-SS3

國外旅費 61,029

107
東南亞的區域互動:整合、爭端與全球勢力－
(子計畫二)亞太國家參與區域經貿組織之研
究：以TPP與RCEP為例_MOST 106-2420-H-001-

國外旅費 61,652

107
經濟發展與政權類型：發展模式與不同時期的
比較_MOST 105-2410-H-001-022-MY2

國外旅費 5,263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8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85,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789,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2,583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58,174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3,417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08,694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00,05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24,992

開會

107
臺俄國合計畫─南西伯利亞乾旱區的不完全對
流湖的微生物變遷：現在和過去_MOST 105-
2923-B-001-001-MY3

國外旅費 88,394

107
草食性動物-藻類-珊瑚的交互作用和珊瑚生態
韌性：草食性優勢種海膽、棲地複雜度和深度
的影響_MOST 106-2611-M-001-004

國外旅費 52,414

107
臺俄國合計畫─南西伯利亞乾旱區的不完全對
流湖的微生物變遷：現在和過去_MOST 105-
2923-B-001-001-MY3

國外旅費 88,394

研究

107
草食性動物-藻類-珊瑚的交互作用和珊瑚生態
韌性：草食性優勢種海膽、棲地複雜度和深度
的影響_MOST 106-2611-M-001-004

國外旅費 49,826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0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0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0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00,000
107 育成中心計畫 國外旅費 333,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功能與分子層面剖析蛋白O 連結N-㇠醯胺基葡
萄糖化於B細胞發育與分化之重要性
_MOST106-2320-B-001-011-MY3

國外旅費 80,000

107
阿茲海默症中Tau蛋白摺疊與錯誤摺疊機制
_MOST104-2320-B-001-013-MY3

國外旅費 89,040

107
腺?酸激?於人類肺癌分子致病機轉之探討
_MOST105-2320-B-001-027-MY3

國外旅費 75,000

107 測試藥物抗藥性與基因表現_28T-1050810-1C 國外旅費 39,044

107
類小泛素修飾作用於後天免疫力之研究
_MOST104-2320-B-001-016-MY3

國外旅費 40,000

107
Viral, Host and 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of
Influenza Virus Transmission and
Pathogenesis_28A-981130-2Cc

國外旅費 134,592

107 測試藥物抗藥性與基因表現_28T-1050810-1C 國外旅費 50,000

107
腺?酸激?於人類肺癌分子致病機轉之探討
_MOST105-2320-B-001-027-MY3

國外旅費 75,000

107
胰臟癌:發生與轉移－解析果糖誘發之代謝體
重編程在促進胰臟癌轉移的角色(子計畫
3)(1/5)_MOST106-2321-B-001-048

國外旅費 111,945

107 測試藥物抗藥性與基因表現_28T-1050810-1C 國外旅費 62,012

107
利用多潛能幹細胞所產製之具成熟代謝功能的
肝細胞來進行藥物肝毒性評估_MOST106-
2314-B-001-001

國外旅費 38,352

107 育成中心計畫 國外旅費 117,83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9,036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19,036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1,85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495,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2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0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60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00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4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30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95,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5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50,000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202,865

107 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國外旅費 22,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66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14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開會

研究

107
107年2月25日至3月1，出席於加拿大惠斯勒舉
行的【Antibodies as Drugs: Translating
Molecules into Treatments】

國外旅費 86,386

實習

開會

107

自由基工作機制:高階電子自旋光譜研究－以
蛋白複合物晶體學、電子自旋及核磁共振探討
轉酮基?焦磷酸硫胺素輔?之催化機制
(2/3)_MOST106-2627-M-001-007

國外旅費 14,115

107
多樣導向合成細胞表面葡胺聚醣以定義醣與不
同蛋白之結構和活性的關係(2/5)_MOST106-
2745-M-001-001-ASP

國外旅費 100,000

107

自由基工作機制:高階電子自旋光譜研究－以
蛋白複合物晶體學、電子自旋及核磁共振探討
轉酮基?焦磷酸硫胺素輔?之催化機制
(2/3)_MOST106-2627-M-001-007

國外旅費 30,707

107

自由基工作機制:高階電子自旋光譜研究－以
蛋白複合物晶體學、電子自旋及核磁共振探討
轉酮基?焦磷酸硫胺素輔?之催化機制
(2/3)_MOST106-2627-M-001-007

國外旅費 30,707

進修

研究

107

自由基工作機制:高階電子自旋光譜研究－以
蛋白複合物晶體學、電子自旋及核磁共振探討
轉酮基?焦磷酸硫胺素輔?之催化機制
(2/3)_MOST106-2627-M-001-007

國外旅費 30,707

107 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國外旅費 8,629

訪問

107 測試藥物抗藥性與基因表現_28T-1050810-1C 國外旅費 54,347

107
鑑定對抗在神經退化疾病中有毒TDP-43寡聚體
之單株抗體_NHRI-EX107-10628NI

國外旅費 91,365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國外旅費 593,11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75,400,000

107
綠能與智能生活的推手:使用無線能量採集之 國外旅費 85,791

107
以多模式大數據分析與分散式區塊鏈運算開發
智慧型店頭市場交易與機器人理財系統
(1/3)_MOST106-3114-E-009-011

國外旅費 60,000

107
5G超低延遲服務:關鍵技術和來自自利行為的
挑戰_MOST105-2221-E-001-003-MY3

國外旅費 60,000

107
臺歐盟國合計畫-永續可用的後量子密碼學
_MOST105-2923-E-001-003-MY3

國外旅費 147,453

107
運用機器學習及區塊鍵技術提升數位金融系統
之使用體驗及安全性(1/3)　_MOST106-3114-E-
002-009

國外旅費 100,000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93,167

107
頻寬密集型行動應用之可存取位置研究
_MOST104-2628-E-001-003-MY3

國外旅費 136,634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33,498

107
頻寬密集型行動應用之可存取位置研究
_MOST104-2628-E-001-003-MY3

國外旅費 30,000

107
基於腦波情緒辨識的手機音樂推薦系統
_MOST104-2221-E-001-029-MY3

國外旅費 74,665

開會

107
臺歐盟國合計畫-永續可用的後量子密碼學
_MOST105-2923-E-001-003-MY3

國外旅費 112,141

開會

研究

開會

107
科技部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第二期計畫：後
續建置暨查核制度發展(計畫編號 NSC 102-
2420-H-001-010)計畫結餘款

國外旅費 7,507

研究

107 700005蔡明璋計畫結餘款再運用 國外旅費 170

開會

107 700004詹大千計畫結餘款再運用 國外旅費 91,989



107 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國外旅費 30,090,000

107 計畫結餘款-王志宇老師 國外旅費 42,364

開會

107 計畫結餘款再運用-鄭文皇老師 國外旅費 28,928

訪問

107 計畫結餘款-郭大維老師 國外旅費 187,509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 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96,171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173,913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49,852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50,079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47,511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 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123,051

107
臺歐盟國合計畫-永續可用的後量子密碼學
_MOST105-2923-E-001-003-MY3

國外旅費 92,361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63,984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49,353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148,145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148,145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138,553

研究

107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
(1/3)_MOST106-3114-E-001-001

國外旅費 47,511

107
5G超低延遲服務:關鍵技術和來自自利行為的
挑戰_MOST105-2221-E-001-003-MY3

國外旅費 22,222

107
綠能與智能生活的推手:使用無線能量採集之
物聯網技術_MOST106-2628-E-001-001-MY3

國外旅費 85,791



32,670,010

備註:會計帳列金額38,850,516元，與因公系統金額差異數為6,180,506元，主要係因(1)時間性差異 6,051,808元  (2)應付帳款少估 128,698元

107 計畫結餘款-王志宇老師 國外旅費 94,948

107 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李德財老師 國外旅費 101,382

107 計畫結餘款-鄭文皇老師 國外旅費 5,500

107 計畫結餘款-曹昱老師 國外旅費 50,000



出國類別 出國計畫名稱及內容簡述 起迄日期 國家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107/01/01-107/01/31 美國(U.S.A.)4

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Prof. Xiaoqin
(Elaine) Li實驗室進行「布里淵光學散射技術
(Brillouin light scattering, BLS)應用於偵測磁性

4
赴日本橫濱(Yokohama)參加國際會議(10th
HOPE Meeting with Nobel Laureates)並發表專
題演講。

107/03/10-107/03/16 日本(Japan)

美國(U.S.A.)4
出席「2018 Aspen Winter Conference: 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 – Unifying
Themes in Diverse Materials」會議。

107/01/13-107/01/23

4
出席國際會議「M-ERA.NET Call 2017 selection
meeting & M-ERA.NET Steering Board meeting」
並蒐集研究計畫資料。

107/01/30-107/02/04 葡萄牙(Portugal)

日本(Japan)7 受邀至東京工業大學移地研究 107/03/22-107/04/05

受邀至Princeton University移地研究 107/04/27-107/05/08 美國(U.S.A.)7

107/05/07-107/05/31 日本(Japan)

日本(Japan)

7 受邀至京都大學移地研究

7 受邀至東京工業大學移地研究 107/03/22-107/04/05 日本(Japan)

7 受邀至東京㇐橋大學移地研究 107/02/01-107/02/09

受邀至University of Virginia移地研究 107/04/02-107/04/18 美國(U.S.A.)

日本(Japan)

7

4
受邀參加 「vertex operator algebras, number
theory, and related topics」 107/06/09-107/06/17 美國(U.S.A.)

4
受邀參加「10th Seminar on Conformal Field
Theory: A Conference on Vertex Algebras and
Related Topics」

107/04/22-107/04/28

受邀參加「Vertex algebras and related topics
」 107/05/19-107/05/28 克羅埃西亞(Croatia)4

德國(Germany)4 受邀參加Iwasawa theory and related topics 107/05/12-107/05/20

受邀參加 PCM12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106/12/31-107/01/05 印度(India)4

南韓(Korea)

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7 年 1-6月

4
受邀至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AIST)移地研究 107/02/04-107/02/10

4 受邀至RIMS, Kyoto University移地研究 107/01/14-107/02/04 日本(Japan)



4
赴美國芝加哥參加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Annual Meeting 2018會議 107/04/11-107/04/20 美國(U.S.A.)

參加研討會(XXVI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eep Inelastic Scattering and related subjects,
DIS2018)。

107/04/15-107/04/21 日本(Japan)4

4
赴美國芝加哥參加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Annual Meeting 2018會議 107/04/11-107/04/20 美國(U.S.A.)

The SCTE has always been a forum where new
ideas and discoveries, related to the solid state
chemistry and solid state physics of d- and f-
element compounds are presented and

107/03/24-107/03/31 奧地利(Austria)4

107/03/04-107/03/09 美國(U.S.A.)4
赴洛杉磯參加APS March Meeting 2018會議並
發表論文

4
出席國際會議「M-ERA.NET Call 2017 selection
meeting & M-ERA.NET Steering Board meeting」
並於會前蒐集研究計畫資料。

107/01/29-107/02/04 葡萄牙(Portugal)

4
赴洛杉磯參加APS March Meeting 2018會議並
發表論文 107/03/04-107/03/10 美國(U.S.A.)

赴舊金山參加"the Biophysical Society 62nd
Annual Meeting"

107/02/13-107/02/23 美國(U.S.A.)4

印度(India)4
赴印度邦加羅爾參與"The Third Bangalore
School on Population Genetics and Evolution
(PGE2018)"會議

107/03/10-107/03/18

4
出席「APS March Meeting 2018」會議，並發
表論文。 107/03/04-107/03/10 美國(U.S.A.)

美國(U.S.A.)4
於107年03月04日至107年03月11日赴美國Los
Angeles出席「APS March Meeting 2018」會議
，並發表論文。

107/03/04-107/03/11

赴美國Los Angeles出席「APS March Meeting
2018」會議，並發表論文。 107/03/04-107/03/11 美國(U.S.A.)4

美國(U.S.A.)4
出席「APS March Meeting 2018」會議，並發
表論文。 107/03/04-107/03/13

4 2018美國物理年會。 107/03/04-107/03/11 美國(U.S.A.)

4
參加2018年美國物理年會(March meeting of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並發表論文， 107/03/04-107/03/11 美國(U.S.A.)

參加2018 APS March Meeting 107/03/04-107/03/12 美國(U.S.A.)4

4
參加「「第二屆IBS-KIAS 粒子物理與宇宙學聯
合研討會」並發表學術專題論文演講 107/01/07-107/01/13 南韓(Korea)

2018 美國物理年會 107/02/28-107/03/10 美國(U.S.A.)4

4
出席「nano tech 2018」暨「ASIA NANO EXCO
MEETING」會議 107/02/13-107/02/17 日本(Japan)

107/01/01-107/01/31 美國(U.S.A.)4
(Brillouin light scattering, BLS)應用於偵測磁性
材料奈米結構與介面性質」相關實驗研究。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前往日本KEK高能物理國家實驗室從事ＫＡＧ

日本(Japan)7
前往日本KEK實驗室、台灣等地從事ＫＡＧＲ
Ａ計畫之相關研究工作交流 107/02/04-107/03/06

7
赴土耳其伊茲密爾(Izmir)度庫茲埃路爾大學
(Dokuz Eylul University，簡稱DEU)報告研究進
展，規劃雙方未來工作等合作事宜。

107/01/02-107/02/28 土耳其(Turkey)

瑞士(Switzerland)7
前往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ERN)參與ATLAS
實驗組會議 107/04/22-107/04/25

7 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進行研究 107/02/13-107/02/23 美國(U.S.A.)

日本(Japan)7

本所研究員章文箴先生訂於2018年3月7日至3
月10日止前往日本山形縣(Yamagata)之山形大
學(Yamagata University)參加小型討論會及仙台
市(Sendai)之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的
Research Center for ELectron PHoton Science
(ELPH)進行研究資料蒐集與數據分析。

107/03/07-107/03/10

7 參與AMS實驗組會議 107/02/28-107/03/03 瑞士(Switzerland)

美國(U.S.A.)7
赴美國紐約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BNL)進行X光相關研究 106/07/12-107/01/02

7
南韓Pohang Accelerator Laboratory (PAL)進行X
光相關研究 106/10/19-107/01/16 南韓(Korea)

日本(Japan)7
出席「Japan nano tech 2018」展覽會，協助處
理主題館建館監督及展場展佈，及會後撤展及
整理展品工作

107/02/12-107/02/17

7 從事ATLAS計畫研究工作 107/01/09-107/01/14 瑞士(Switzerland)

日本(Japan)7 出席「Japan nano tech 2018」展覽會 107/02/12-107/02/19

7
出席「2018年日本nano tech奈米科技展」展
覽會 107/02/13-107/02/16 日本(Japan)

日本(Japan)7 出席「Japan nano tech 2018」展覽會 107/02/12-107/02/17

7
至日本KEK高能物理國家實驗室，從事高能實
驗相關研究工作。 107/01/08-107/01/23 日本(Japan)

瑞士(Switzerland)7
赴「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ERN)從事實驗
研究工作。 107/01/08-107/01/13

7
於瑞士日內瓦之「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以下簡稱CERN)從事研究工作。

106/08/01-107/01/28 瑞士(Switzerland)

4 參加 ”European Biotechnology Congress 2018” 107/04/21-107/05/02 希臘(Greece)

討論數位學習科技輔助閱讀發展的有效介入方
案及其對應的生物神經機制，以促進腦磁波儀
實驗室的國際合作交流

107/01/10-107/01/15 美國(U.S.A.)4



4 發展新世代台灣癌症之精準醫療路徑圖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至日本大阪參加第九屆亞太地區人類蛋白質體
學國際會議並張貼海報(2018 AOHUPO),以及參
加京都 蛋白基因體學研討會 日本

日本(Japan)4
參加International Proteogenome Workshop in
Kyoto- Connecting Bioinformatics Resources and
the Cancer Moonshot Projects

107/05/18-107/05/20

4
2018亞太蛋白質體研討會及京都蛋白基因體研
討會 107/05/14-107/05/21 日本(Japan)

日本(Japan)4 參加MSP2018發表論文壁報 107/05/14-107/05/21

4 受邀出席國際會議並擔任主席 107/05/16-107/05/20 日本(Japan)

美國(U.S.A.)4
參加2018年美國物理年會(March meeting of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並發表論文， 107/03/04-107/03/11

赴洛杉磯參加APS March Meeting 2018會議並
發表論文 107/03/04-107/03/10 美國(U.S.A.)4

越南(Vietnam)3
前往越南順化大學理論與統計物理中心進行學
術訪問工作。 107/02/09-107/03/25

第㇐屆國際奈米科技奧林匹亞競賽將是㇐個新
的交流平台，對於激勵青年學生投入奈米科技
領域的企圖心、提升奈米科學教育的品質、促
進國際間奈米教育的交流等方面將能發揮重要
的作用。臺灣的參與將有助於拓展國內年輕學
子的國際視野、培養年輕的科學家成為奈米領
域的未來領導者。

107/04/08-107/04/16 伊朗(Iran)7

7

第㇐屆國際奈米科技奧林匹亞競賽將是㇐個新
的交流平台，對於激勵青年學生投入奈米科技
領域的企圖心、提升奈米科學教育的品質、促
進國際間奈米教育的交流等方面將能發揮重要
的作用。臺灣的參與將有助於拓展國內年輕學
子的國際視野、培養年輕的科學家成為奈米領
域的未來領導者。

107/04/11-107/04/17 伊朗(Iran)

第㇐屆國際奈米科技奧林匹亞競賽將是㇐個新
的交流平台，對於激勵青年學生投入奈米科技
領域的企圖心、提升奈米科學教育的品質、促
進國際間奈米教育的交流等方面將能發揮重要
的作用。臺灣的參與將有助於拓展國內年輕學
子的國際視野、培養年輕的科學家成為奈米領
域的未來領導者。

107/04/08-107/04/16 伊朗(Iran)7

7

第㇐屆國際奈米科技奧林匹亞競賽將是㇐個新
的交流平台，對於激勵青年學生投入奈米科技
領域的企圖心、提升奈米科學教育的品質、促
進國際間奈米教育的交流等方面將能發揮重要
的作用。臺灣的參與將有助於拓展國內年輕學
子的國際視野、培養年輕的科學家成為奈米領
域的未來領導者。

107/04/10-107/04/16 伊朗(Iran)

前往日本KEK高能物理國家實驗室從事ＫＡＧ
ＲＡ計畫之相關學術、技術交流活動 106/11/19-107/01/23 日本(Japan)7



4 打造世界級蛋白質研究重鎮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深度減碳，邁向永續社會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3 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發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3
赴以色列希伯來大學參與中央研究院與希伯來
大學國際合作研究計畫之審核討論。 107/05/01-107/05/07 耶路撒冷(Jerusalem)

4

赴美國Daytona Beach參加4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po on Advance Ceramics and
Composites 敝學為受邀演講者及大會某主題之
主持人.

107/01/20-107/02/03 美國(U.S.A.)

Attend the XV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myloidosis (ISA2018) and give oral presentation

107/03/22-107/03/30 日本(Japan)4

4 參加美國生物物理年會。 107/02/12-107/02/22 美國(U.S.A.)

參加66th ASMS Conference on Mass
Spectrometry and Allied Topics，並發表論文壁
報。

107/06/01-107/06/08 美國(U.S.A.)4

4
至沖繩參加2018 Symposium for the Promotion
of Applie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in Asia
(SPARCA 2018)

107/02/09-107/02/13 日本(Japan)

至菲律賓參加2nd Taiwan-Philippines 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and Physics 以及
33rd Philippine Chemistry Congress

107/05/28-107/06/01 菲律賓(Philippines)4

4
參加新加坡2018年 EMN Meeting on
Photovoltaics (2018年能源材料與奈米科技之
太陽能光電會議)

107/01/15-107/01/20 新加坡(Singapore)

赴美國文圖拉參加戈登會議，2018金屬在生物
系統。在此會議發表壁報論文，於近期在辛烷
羥基化酶的研究。此會議主要的主體專注在金
屬與生物分子的交互作用暨仿生模擬分子的研

107/01/19-107/01/28 美國(U.S.A.)4

挪威(Norway) 法國
(France)

4
1/15-17至挪威奧斯陸Norwegian Academy參加
Theoretical chemistry meeting

107/01/13-107/01/21

2/3將參與日本京都生體質量分析研討會，參
與討論系統蛋白體學暨質譜分析應用於病人檢
體與生物系統等研究。 2/4-2/5會與京都大學
Ishihama教授團隊、jPOST/KEGG軟體研發團隊
討論台灣癌症登月計畫蛋白體與磷酸化蛋白體
資料分析結果，與軟體系統介面開發之討論與

107/02/02-107/02/07 日本(Japan)4

日本(Japan)4

2/3將參與日本京都生體質量分析研討會，參
與討論系統蛋白體學暨質譜分析應用於病人檢
體與生物系統等研究。 2/4-2/5會與京都大學
Ishihama教授團隊、jPOST/KEGG軟體研發團隊
討論台灣癌症登月計畫蛋白體與磷酸化蛋白體
資料分析結果，與軟體系統介面開發之討論與

107/02/02-107/02/08

4

蛋白質磷酸化為重要的細胞訊號傳導研究，為
了能同時達到深度磷酸化蛋白質體分析與簡化
處理步驟，我們致力於開發快速、可靠的樣品
製備方法建構完整磷酸蛋白質處理流程。

107/05/14-107/05/21 日本(Japan)

美國(U.S.A.)4
參加66th ASMS Conference on Mass
Spectrometry and Allied Topics，並發表論文壁
報。

107/06/01-107/06/08

4 加京都2018蛋白基因體學研討會(2018
International Proteogenomics Workshop),討論
雙方學術計畫交流

107/05/14-107/05/21 日本(Japan)



3 發展新世代台灣癌症之精準醫療路徑圖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6 發展新世代台灣癌症之精準醫療路徑圖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發展新世代台灣癌症之精準醫療路徑圖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8 發展新世代台灣癌症之精準醫療路徑圖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參加日本農藝化學會2018年度會議 107/03/14-107/03/19 日本(Japan)

光促進阿拉伯芥轉譯作用的分子機制研究(4/5)
此研究計畫針對光如何控制植物的轉譯作用進
行分子機制研究，其中包含 TOR-RPS6 訊息傳
導路徑與 processing bodies 在黑暗下抑制轉譯
作用的相關研究。

107/01/14-107/01/18 日本(Japan)4

4

會議名稱：第20屆國際生物醫藥科學應用研討
會議。 參與ICAPB 2018: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cations of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國際研討會議,此會議為生醫科
技研討會議,參與此會議將有助於本人研究方
向視野之增廣並能與國際相關研究學者討論及

107/03/22-107/03/25 新加坡(Singapore)

參加第20屆國際生物醫藥科學應用研討會議。
此會議為生醫科技研討會議，參與此國際會議
主要為歐美及亞洲相關領域專業學者，參與此
會議將有助於本人研究方向視野之增廣並能與
國際相關研究學者討論及交流。

107/03/22-107/03/25 新加坡(Singapore)4

107/03/24-107/03/28 泰國(Thailand)4
受邀赴曼谷參加 5th Annual Plant Genomics &
Gene Editing Congress Asia 2018，並擔任講
員。

7 技術交流 107/03/18-107/03/24 日本(Japan)

日本(Japan)7
赴名古屋與NIBB(國家基礎生物學研究所）交
流研究技術。 107/03/18-107/03/24

出席2018美國癌症學會年會 107/04/13-107/04/23 美國(U.S.A.)4

107/03/11-107/03/16 日本(Japan)4
參加 The Human Genome Meeting 2018國際會
議

106年度科技部台德(MOST-DAAD)雙邊合作計
畫人員交流PPP計畫(1/2) : 選擇性C-H鑑活化雙
金屬催化合作，106-2911-I-001-509 於哥廷根
進行研究訪問，期間48天由

106/12/20-107/02/05 德國(Germany)7

107/01/20-107/02/03 美國(U.S.A.)7 赴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進行實驗

107/02/02-107/02/06 日本(Japan)3
受邀出席Kyoto Biomolecular Mass
Spectrometry Society KBMSS symposium 2018發
表論文，隨後至京都大學訪問。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打造世界級蛋白質研究重鎮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生技醫藥轉譯創新發展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打造世界級蛋白質研究重鎮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Taiwan Protein Project。受邀演講，並於
Session: Protein Modification in Signal

4 參加Keystone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107/04/21-107/04/29 日本(Japan)

4
應邀前往菲律賓參加Academia Sinica-UP
Bilateral Workshop以及擔任Symposium講者 107/04/19-107/04/21 菲律賓(Philippines)

美國質譜學會舉辦之年度會議廣召全球各地利
用質譜儀相關技術應用於各領域之重要研究學
者前往出席此會，並於會議中以演講、海報等
不同形式分享此領域之最新穎技術及重要研究
成果，擬前往出席此會以吸取最新質譜儀與其
應用技術等新知，期許透過此會帶回之最新資
訊應用於本國之蛋白體研究。

107/06/01-107/06/10 美國(U.S.A.)4

日本(Japan)4

這次國際會議是探討光學對植物的生理和成⾧
影響。各國學者都出席這個會議來發表和討論
目前光學的科研進度。除此之外，這個會議也
有讓各位年輕學者展現他們的海報，以便他們
可以和其他人遊覽和討論

107/01/13-107/01/21

赴日本室蘭工業大學進行學術討論會 107/04/21-107/05/07 日本(Japan)7

7 赴日本室蘭工業大學進行學術討論會 107/04/21-107/05/07 日本(Japan)

4
106年度中研院植微所獎勵年輕學者出席國際
會議選拔賽之補助金額 107/03/19-107/03/28 法國(France)

赴日本東京大學進行學術討論會 107/03/26-107/04/07 日本(Japan)7

美國(U.S.A.)

107/01/12-107/01/15 日本(Japan)7 赴日本室蘭工業大學進行學術討論會

4

赴美國出席高登研究會議。6/2~6/3：於
Waterville Valley出席2018高登研究研討會；
6/3~6/8：於Waterville Valley出席2018高登研
究會議，會議主題為Salt and Water Stress in
Plants。

107/05/30-107/06/18

與胚胎發育相關之基因研究報告於國際會議上
以poster展出並與國外專家學者討論 107/05/24-107/06/04 美國(U.S.A.)4

4 參加第59屆日本植物生理學會年度會議 107/03/26-107/04/07 日本(Japan)

赴美國出席高登研究會議。6/2~6/3：於
Waterville Valley出席2018高登研究研討會；
6/3~6/8：於Waterville Valley出席2018高登研
究會議，會議主題為Salt and Water Stress in
Plants。

107/05/30-107/06/18 美國(U.S.A.)4



3 打造世界級蛋白質研究重鎮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6
打造世界級蛋白質研發重鎮：開創次世代生技
產業 歐美亞澳非洲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打造世界級蛋白質研發重鎮：開創次世代生技
產業 歐美亞澳非洲

臺灣蛋白質計畫(TPP) 107/04/10-107/04/13 日本(Japan)7

6

因研究需求將利用新穎的冷凍電子顯微鏡技術
且中研院已於日前採購新㇐代的冷凍電子顯微
鏡並且於近日將裝機完成 為了能夠成熟的應
用此新穎技術 將赴美國參加由製造商
FEI/Thermofisher所贊助的冷凍電子顯微鏡課

107/02/04-107/03/04 美國(U.S.A.)

3
前往菲律賓參與雙邊蛋白質研究介紹與學術交
流 107/04/15-107/04/22 菲律賓(Philippines)

前往菲律賓參與雙邊蛋白質研究介紹與學術交
流 107/04/15-107/04/22 菲律賓(Philippines)3

3
赴日參加TPP計畫相關合作研究計畫訪問與討
論，至SP8執行研究 107/04/10-107/04/16 日本(Japan)

前往菲律賓參與雙邊蛋白質研究介紹與學術交
流 107/04/15-107/04/22 菲律賓(Philippines)3

3 赴日拜訪合作研究單位並參加進度討論 107/03/04-107/03/12 日本(Japan)

前往菲律賓參與雙邊蛋白質研究介紹與學術交
流 107/04/15-107/04/22 菲律賓(Philippines)3

107/04/15-107/04/22 菲律賓(Philippines)3
前往菲律賓參與雙邊蛋白質研究介紹與學術交
流

4

參加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EMBO practical
course (CEM3DIP 2018: of macromolecular
assemblies and cellular tomography)，學習最新
的cryoEM相關知識，接受軟體與機器操作的
訓練，並與多位知名學者互動。 會議時程為

107/03/16-107/03/30 印度(India)

美國(U.S.A.)4
臺灣蛋白質計畫(TPP) / 藉由出席此會了解國際
上最新之蛋白質相關研究進展，為臺灣蛋白質
計畫(TPP)謀求合作機會及延攬人才。

107/04/18-107/04/26

4

參加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EMBO practical
course (CEM3DIP 2018: of macromolecular
assemblies and cellular tomography)，學習最新
的cryoEM相關知識，接受軟體與機器操作的
訓練，並與多位知名學者互動。 會議時程為

107/03/16-107/03/30 印度(India)

南韓(Korea)4
Session: Protein Modification in Signal
Transduction 發表臺灣蛋白質相關研究之成
果。

107/03/28-107/03/30



8 打造世界級蛋白質研究重鎮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美國(U.S.A.)4 赴美國紐奧良參加AGU 2017會議並發表論文 106/12/10-106/12/18

赴紐奧良參加2017 AGU Fall Meeting 106/12/07-106/12/20 美國(U.S.A.)4

7
參與執行TPP研究計畫，須前往日本SP8進行研
究數據收集工作 107/05/25-107/05/31 日本(Japan)

7 前往日本SP8進行研究數據收集實驗 107/06/13-107/06/18 日本(Japan)

107/05/24-107/05/30 日本(Japan)7
執行TPP研究計畫需赴日本SP8進行研究數據收
集工作

7 赴日本兵庫縣光都執行蛋白質結構相關實驗 107/05/25-107/06/01 日本(Japan)

7 到日本Spring-8作蛋白質實驗 107/05/24-107/05/29 日本(Japan)

107/05/25-107/06/02 日本(Japan)7 Taiwan Protein Project (TPP)

7
參與執行TPP研究計畫，須前往日本SP8進行研
究數據收集工作 107/05/25-107/05/31 日本(Japan)

7
Time-resolved crystallography of photolyase
ultra-fast light-driven cyclo-pyrimidine dimer
repair (Taiwan Protein Project, TPP)

107/05/25-107/05/29 日本(Japan)

參與執行TPP研究計畫，須前往日本SP8進行研
究數據收集工作 107/05/19-107/05/29 日本(Japan)7

日本(Japan)7
Time-resolved crystallography of photolyase
ultra-fast light-driven cyclo-pyrimidine dimer
repair (Taiwan Protein Project, TPP)

107/05/25-107/05/29

赴日本兵庫縣光都執行蛋白質結構相關實驗 107/04/10-107/04/13 日本(Japan)7

日本(Japan)7 Taiwan Protein Project (TPP) 107/05/25-107/05/30

執行台灣蛋白質計畫專題研究計畫需赴日本
SP8研究中心進行研究數據收集 107/05/16-107/05/21 日本(Japan)7

法國(France)7 臺灣蛋白質計畫(TPP) 107/04/18-107/04/25

臺灣蛋白質計畫(TPP) 107/04/18-107/04/25 法國(France)7

日本(Japan)7 到日本Spring-8作蛋白質實驗 107/04/10-107/04/13



4
參加菲律賓Tagaytay舉辦New Dimensions for
Natural Hazards in Asia: An AOGS-EGU Joint 107/02/05-107/02/09 菲律賓(Philippines)

4 赴泰國曼谷參加2018GPS/GNSS國際研討會

4

出國計畫名稱:105年度科技部【 雪山山脈與脊
樑山脈之地質界線特徵研究(II) 】 內容簡述:參
加2017 AGU(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FALL
MEETING 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

106/12/07-106/12/18 美國(U.S.A.)

美國(U.S.A.)

107/02/03-107/02/06 泰國(Thailand)

4
出席美國紐奧良地球物理聯合會(AGU)2017年
秋季大會 106/12/10-106/12/24

出席美國紐奧良地球物理聯合會(AGU)2017年
秋季大會 106/12/10-106/12/18 美國(U.S.A.)4

美國(U.S.A.)4 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進行實驗分析 106/08/24-106/12/07

赴紐澳良參加2017 AGU Full Meeting 106/12/07-106/12/20 美國(U.S.A.)4

美國(U.S.A.)4 參加2017美國地球物理聯盟秋季大會 106/12/09-106/12/21

國際大型學術研討會，吸引世界許多學界人士
參與研討、互相交流。會議主要分為口頭報告
(Oral)及壁報展示(Poster)，以及另外邀請的特
別演講、小型專題討論會、展覽等。

106/12/09-106/12/17 美國(U.S.A.)4

美國(U.S.A.)4 參加學術會議。 106/12/06-106/12/18

出席美國紐奧良地球物理聯合會(AGU)2017年
秋季大會 106/12/10-106/12/17 美國(U.S.A.)4

美國(U.S.A.)4
出席美國紐奧良地球物理聯合會(AGU)2017年
秋季大會 106/12/08-106/12/17

赴越南從事野外工作設置寬頻地震觀測網地震
站 106/12/24-106/12/28 越南(Vietnam)4

美國(U.S.A.)4
出席美國紐奧良地球物理聯合會(AGU)2017年
秋季大會 106/12/09-106/12/17

至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Luc Lavier實驗室討論共
同研究 107/01/06-107/01/12 美國(U.S.A.)4

美國(U.S.A.)4
出席美國紐奧良地球物理聯合會(AGU)2017年
秋季大會 106/12/10-106/12/24

國際大型學術研討會，吸引世界許多學界人士
參與研討、互相交流。會議主要分為口頭報告
(Oral)及壁報展示(Poster)，以及另外邀請的特
別演講、小型專題討論會、展覽等。

106/12/10-106/12/18 美國(U.S.A.)4

美國(U.S.A.)4 參加2017美國地球物理聯盟秋季大會 106/12/10-106/12/16

出席美國紐奧良地球物理聯合會(AGU)2017年
秋季大會 106/12/08-106/12/24 美國(U.S.A.)4



107/06/03-107/06/11 美國(U.S.A.)4
赴美國夏威夷參加2018(AOGS)亞洲大洋洲地球
科學學會研討會

4
出席Taiwan-German Joint Symposium on
Marine Gas Hydrate (TaiGer VIII)論SO266航次登
船作業分析事宜

107/04/03-107/04/07 德國(Germany)

4 出席2018 AOGS國際研討會 107/06/03-107/06/11 美國(U.S.A.)

107/04/03-107/04/09 德國(Germany)4
出席Taiwan-German Joint Symposium on
Marine Gas Hydrate (TaiGer VIII)論SO266航次登
船作業分析事宜

4
至奧地利維也納參加2018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
(EGU 2018)

107/04/08-107/04/15 奧地利(Austria)

4 參加2017美國地球物理聯盟秋季大會 106/12/08-106/12/18 美國(U.S.A.)

106/12/08-106/12/18 美國(U.S.A.)4 參加2017美國地球物理聯盟秋季大會

4 參加2017美國地球物理聯盟秋季大會 106/12/07-106/12/17 美國(U.S.A.)

4
赴奧地利參加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General Assembly 2018會議並發表論文 107/04/04-107/04/15 奧地利(Austria)

107/04/03-107/04/08 德國(Germany)4
出席Taiwan-German Joint Symposium on
Marine Gas Hydrate (TaiGer VIII)論SO266航次登
船作業分析事宜

4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General Assembly
2018

107/04/07-107/04/17 奧地利(Austria)

4
赴美參加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sotopomers (ISI2018)並發表論文 107/03/24-107/03/30 美國(U.S.A.)

107/02/26-107/03/04 德國(Germany)4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地熱與天然氣水合
物主軸中心之推動及管理計畫(V) GeoTHERM為
國際地熱研討會，此自前往之目的為瞭解「國
際上目前有關地熱開發的現況與未來進展」。

4
赴菲律賓從事野外調查與維護寬頻地震站及收
集地震資料 107/01/07-107/01/15 菲律賓(Philippines)

4 赴奧地利維也納參加2018EGU會議 107/04/01-107/04/15 奧地利(Austria)

107/01/07-107/01/15 菲律賓(Philippines)4
赴菲律賓從事野外調查與維護寬頻地震站及收
集地震資料

4
赴紐澳良參加2017 AGU Full Meeting並發表論
文 106/12/07-106/12/26 美國(U.S.A.)

4 Natural Hazards in Asia: An AOGS-EGU Joint
Conference

107/02/05-107/02/09 菲律賓(Philippines)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印尼(Indonesia)7 赴印尼印行野外地質考察 107/03/26-107/04/04

赴泰國曼谷進行野外地質考察 107/03/26-107/04/09 泰國(Thailand)7

印尼(Indonesia)7 赴印尼印行野外地質考察 107/03/26-107/04/04

赴菲律賓呂宋地區GPS衛星測量及衛星固定站
儀器維護 107/04/15-107/04/29 菲律賓(Philippines)7

菲律賓(Philippines)7
赴菲律賓呂宋地區GPS衛星測量及衛星固定站
儀器維護 107/04/15-107/04/29

赴菲律賓呂宋地區GPS衛星測量及衛星固定站
儀器維護 107/04/15-107/04/29 菲律賓(Philippines)7

日本(Japan)7 訪問東京工業大學 107/04/23-107/04/25

赴菲律賓呂宋地區GPS衛星測量及衛星固定站
儀器維護 107/04/15-107/04/29 菲律賓(Philippines)7

日本(Japan)7
赴北海道大學討論未來合作計畫(such as the
thermal evolution of icy satellites and that of the
Moon)

107/03/05-107/03/07

前往吉隆坡進行野外地質考察 106/12/29-107/01/03 馬來西亞(Malaysia)7

南韓(Korea)7
赴韓國釜山大學訪問及釜山外海回收海底地震
儀 107/02/27-107/03/05

赴韓國釜山大學訪問及釜山外海回收海底地震
儀 107/02/27-107/03/05 南韓(Korea)7

緬甸(Burma)7 赴仰光進行野外地質考察。 107/01/27-107/02/02

赴沙巴進行野外地質考察 107/02/07-107/02/27 馬來西亞(Malaysia)7

緬甸(Burma)7 赴仰光進行野外地質考察 107/01/27-107/01/31

執行科技部計畫，前往索羅門進行測站維護與
野外調查 107/01/25-107/02/05

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

7

4
赴美國夏威夷參加2018(AOGS)亞洲大洋洲地球
科學學會研討會 107/06/02-107/06/10 美國(U.S.A.)

4

日本地球科學聯盟會議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許
多機構的專業人員，範圍涵蓋行星科學、大氣
科學及水文、地球科學、生物地球科學等，活
動運作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鼓勵交流科學技術
與方法。 會議包含口頭報告(Oral)及壁報展示
(Poster)，以及特別講座，日本本身注重地震
機制及災害防治，甚至可參考其政策制定，對
於同屬於環太平洋地震活動帶台灣而言是很好

107/05/19-107/05/25 日本(Japan)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科技部計畫-MOST106-2218-E-001-003-MY3_應
用於互動式音樂系統之自動採譜演算法(E707) 107/04/13-107/04/22 加拿大(Canada)

瑞士(Switzerland)4
科技部計畫_自動化生成和驗證高效安全不洩
漏旁通道資訊的密碼學程式_MOST105-2221-E-
001-014-MY_(E623)_HACS 2018

107/01/12-107/01/17

4

MOST 105-2221-E-001-004-MY2_科技部綠能平
台與伺服器之次世代記憶-儲存系統設計-總計
畫暨子計畫㇐:次世代綠能記憶-儲存系統之整
合管理設計(E617)_ASP-DAC 2018

107/01/19-107/01/26 南韓(Korea)

美國(U.S.A.)4
科技部計畫_提升家用機器人智慧感知能力之
深度學習技術開發(2/3) _106-3114-E-001 -007 -
(E703)_AAAI-2018

107/02/01-107/02/09

4
科技部_MOST106-2628-E-001-002-
MY3_(E729)_QIP 2018

107/01/12-107/01/21 荷蘭(Netherlands)

瑞士(Switzerland)4
科技部計畫_自動化生成和驗證高效安全不洩
漏旁通道資訊的密碼學程式_MOST105-2221-E-
001-014-MY_(E623)_HACS 2018

107/01/09-107/01/16

4
371725 多樣化社群直播群組推薦技術研究
_MOST106-2221-E-001-015-MY2_AAAI 2018

107/02/01-107/02/09 美國(U.S.A.)

美國(U.S.A.)4
371632 以超邊為基礎結合頻繁樣式之社群網
路分析_MOST105-2628-E-001-001-MY2_AAAI
2018

107/02/01-107/02/09

4
MOST106-2628-E-001-002-MY3(E729)_(54/)_QIP
2018

107/01/12-107/01/21 荷蘭(Netherlands)

日本(Japan)7 Kyoshu Univeristy Museum for sampling work 107/01/30-107/02/11

107/06/02-107/06/10 美國(U.S.A.)4
前往夏威夷參加2018年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15th Annual Meeting)

4
參加 15th Annual Meeting 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並發表研究成果 107/05/30-107/06/11 美國(U.S.A.)

4
出席美國紐奧良地球物理聯合會(AGU)2017年
秋季大會 106/12/09-106/12/25 美國(U.S.A.)

106/12/10-106/12/17 美國(U.S.A.)4
出席美國紐奧良地球物理聯合會(AGU)2017年
秋季大會

赴名古屋大學及赴東京大學進行實驗分析 107/04/15-107/04/26 日本(Japan)7

俄羅斯(Russia)7
赴俄羅斯科學院前寒武紀地質與定年研究所（
聖彼得堡）和地質研究所（莫斯科）進行國際
合作計畫學術交流與實驗室訪問

107/05/06-107/05/14

赴越南從事野外工作設置寬頻地震觀測網地震
站 107/05/20-107/05/24 越南(Vietnam)7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代9999_王建民老師科技部計畫結餘款再運用

107/04/26-107/05/01 日本(Japan)

4
科技部陳孟彰老師結餘款再運用
_2018FOSDEM， 107/02/02-107/02/08 比利時(Belgium)

107/04/15-107/04/22 加拿大(Canada)4
代9999_王新民老師計畫結餘款再運用
_ICASSP2018

4
科技部計畫林仲彥老師計畫結餘款再運用_The
Sixteenth Asia Pacific Bioinformatics Conference

107/01/14-107/01/18 日本(Japan)

瑞士(Switzerland)7

陳孟彰老師科技部計畫MOST106-3011-F-001-
001 「融合觀測站與微型裝置資料來實現細懸
浮微粒監測及小地區空氣品質推估 (2/3) _研究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107/02/01-107/02/11

107/04/26-107/05/01 日本(Japan)

美國(U.S.A.)

4

科技部計畫_S18002＿ 107-2914-I-001-012-A1
＿許揚-科技部補助參加The 3rd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_ICCCS 2018

4

科技部_MOST106-3114-E-468-001_供應鏈金融:
大數據風險信評分析與智能合約眾籌監理技術
應用-供應鏈金融隨機風險建模與決策支援
(1/3)_(P17010) _LREC 2018

107/05/05-107/05/12 日本(Japan)

4
科技部_MOST106-2221-E-001-018_Multi-Q2:㇐
個針對使用同質量標記的蛋白質定量之自動化
分析軟體系統 _( E727 ) _ASMS 2018

107/05/31-107/06/10

科技部_MOST106-2628-E-001-002-MY3_雲端計
算架構下的密碼學(E729)_Eurocrypt 2018

107/04/25-107/05/04 以色列(Israel)4

4
科技部_深度學習於多媒體資料處理的相關研
究及應用計畫_MOST 107-2634-F-001-
003_(P18002）_ICASSP 2018。

107/04/13-107/04/22 加拿大(Canada)

科技部_MOST107-2634-F-001-005_具深度理解
之對話系統及智慧型輔助學習機器人
(2/5~5/5)(1/4)_P18003_LREC 2018

107/05/08-107/05/12 日本(Japan)4

4
科技部_MOST107-2634-F-001-005_具深度理解
之對話系統及智慧型輔助學習機器人
(2/5~5/5)(1/4)_P18003_LREC 2018

107/05/08-107/05/16 日本(Japan)

科技部計畫 MOST104-2221-E-001-019-MY3_壓
縮感測重建效能之理論分析--拉近理論與現實
之差距(E517)_ICASI 2018

107/04/12-107/04/18 日本(Japan)4

4
科技部_MOST107-2634-F-001-003_P18002_深
度學習於多媒體資料處理的相關研究及應用
(2/5~5/5)(1/4)_ICASSP 2018

107/04/15-107/04/22 加拿大(Canada)

科技部計畫_MOST107-2634-F-001-004_基於AI
應用之深度學習智慧系統整合－異質性深度模
型整合與檢索特徵學習(1/4)_(P18004)_MIPR

107/04/04-107/04/14 美國(U.S.A.)4

107/04/14-107/04/21 美國(U.S.A.)4
MOST106-2221-E-001-015-MY2_多樣化社群直
播群組推薦技術研究(E725)_ IEEE INFOCOM
2018

4
科技部_MOST106-2221-E-001-009-MY3_自動驗
證和生成進行數據密集型計算的程式
(E722)_ETPAS 2018

107/04/06-107/04/21
希臘(Greece) 捷克
(Czech Republic)

日本(Japan)4

371631_「科技部發展高速分散平行演算法於
雲端以達成巨量次世代定序資料之高品質基因
體組裝」計畫，MOST105-2221-E-001-031-
MY3_IC-LYCS 2018

107/02/09-107/02/13

_ICASSP 2018



4 發展新世代台灣癌症之精準醫療路徑圖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計畫 歐亞美洲

3 發展新世代台灣癌症之精準醫療路徑圖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6 發展新世代台灣癌症之精準醫療路徑圖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發展新世代台灣癌症之精準醫療路徑圖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8 發展新世代台灣癌症之精準醫療路徑圖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107年3月24日至3月28日，出席於愛爾蘭都伯
林舉行的【解決健康與疾病發炎反應研討會】 107/03/22-107/03/30 愛爾蘭(Ireland)

3

107年2月3日至2月7日，出席於美國聖地牙哥
舉行的【SLAS2018】，並於1月29日至22日及2
月9日至2月14日訪問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另
於2月8日訪問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107/01/27-107/02/15 美國(U.S.A.)

4
參加美國德罕Global Genomic Medicine
Collaborative (G2MC)舉辦的「International
Cohorts Summit」

107/03/25-107/03/29 美國(U.S.A.)

4
107年4月14日至4月18日，出席於美國芝加哥
舉行的【AACR Annual Meeting】 107/04/13-107/04/24 美國(U.S.A.)

107/04/11-107/04/14 日本(Japan)4
107年4月12日至4月13日，出席於日本京都舉
行的【第23屆國際腦中風遺傳聯盟專題討論
會】

4
本所研究員羅傅倫擬參加107年5月2至4日於耶
路撒冷進行【中研院與希伯來大學國際合作研
究計畫(關鍵材料與分析科技探索計畫)。

107/05/01-107/05/09 耶路撒冷(Jerusalem)

4
107年5月16日至5月19日，出席於美國佛羅里
達奧蘭多舉行的【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 (IID) 2018】

107/05/12-107/05/21 美國(U.S.A.)

107/04/19-107/04/29 美國(U.S.A.)4
107年4月21日至4月27日，出席於美國洛衫磯
舉行的【2018美國神經學會年會】

4
107年3月6日至3月9日，出席於美國Coronado
舉行的【2018 ASBMB Deuel Conference on
Lipids】

107/03/04-107/03/12 美國(U.S.A.)

4
107年4月21日至4月25日，出席於美國聖地牙
哥舉行的【Experimental Biology 2018】 107/04/18-107/04/27 美國(U.S.A.)

107/04/13-107/04/20 美國(U.S.A.)4
107年4月14日至4月18日，出席於美國芝加哥
舉行的【AACR Annual Meeting 2018】

4
107年4月14日至4月18日，出席於美國芝加哥
舉行的【AACR Annual Meeting】 107/04/13-107/04/20 美國(U.S.A.)

瑞士(Switzerland)6
王柏堯老師科技部計畫經費結餘款再運用
_HACS 2018

107/01/12-107/01/17

107/04/15-107/04/22 加拿大(Canada)4 GBA10737222-00(30-06)-ICASSP 2018

4
代9999_王建民老師科技部計畫結餘款再運用
_ICCCS 2018

107/04/26-107/05/01 日本(Japan)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與國外頂尖大學合作培訓博士後人員 美國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赴菲律賓參加第二屆台灣菲律賓計算化學物理
雙邊研討會及受邀演講 107/05/28-107/05/30 菲律賓(Philippines)4

4
出席國際會議_Biomedical Imaging and Sensing
Conference (BISC 2018)(地點:Yokohama橫濱,
Japan)

107/04/24-107/04/26 日本(Japan)

1.赴菲律賓參加第二屆台灣菲律賓計算化學物
理雙邊研討會及給予口頭演講 2.赴菲律賓參加
第33屆菲律賓化學會議及給予口頭演講

107/05/28-107/06/01 菲律賓(Philippines)4

4 應邀出席國際研討會(ASILS10)並給予演講 107/03/08-107/03/14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赴義大利參加Molecular and Ionic Clusters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及張貼壁報 107/02/24-107/03/04 義大利(Italy)4

4

前往美國舊金山參加2018年生物物理年會第62
屆年度會議。會中有來自全球超過7000人以上
的相關學者專家，㇐起共襄盛舉，討論生物物
理未來的發展與趨勢。

107/02/08-107/02/27 美國(U.S.A.)

應邀出席Quantum & Nonlinear Optics
2018(QNO2018)國際研討會並給予演講 107/02/01-107/02/07 馬來西亞(Malaysia)4

7 赴韓國首爾大學統計系移地研究 107/04/08-107/04/14 南韓(Korea)

107/01/08-107/01/20 法國(France)7 赴巴黎十三大進行移地研究

Attend SIAM Conference on Parallel Processing
for Scientific Computing 2018

107/03/06-107/03/11 日本(Japan)4

美國(U.S.A.)4
參加2018 Feb 17-21 Biophysical Society Annual
Meeting at San Francisco，並於2/14-15日進行
移地研究。

107/02/12-107/02/23

4
赴日本橫濱出席2018人類基因體會議
Attending Human Genome Meeting 2018 at
Yokohama, Japan, and presenting our research

107/03/11-107/03/16 日本(Japan)

中國大陸(China)4 出席「複雜時間建模與預報研討會」 107/01/07-107/01/12

107/04/26-107/05/08 加拿大(Canada)4
107年5月2日至5月5日，出席於加拿大蒙特婁
舉行的【ISCT 2018 Montreal】

4
107年5月16日至5月19日，出席於美國佛羅里
達奧蘭多舉行的【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 (IID) 2018】

107/05/12-107/05/21 美國(U.S.A.)

4
107年4月26日至4月27日，出席於法國里爾舉
行的【第二屆歐州Tau蛋白大會】 107/04/22-107/04/29 法國(France)

107/01/14-107/01/17 日本(Japan)4
107年1月15日至1月17日，出席於日本橫濱舉
行的【The Sixteenth Asia Pacific Bioinformatics
Conference】



7 與國外頂尖大學合作培訓博士後人員 美國
7 與國外頂尖大學合作培訓博士後人員 美國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參加在義大利Lucca(Barga)市舉行之「2018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Visual System
Development: Genetics, Genom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Eye」會議，會中將發表論
文：「果蠅眼碟視網膜底膠細胞分化之調控」

107/05/18-107/06/03 義大利(Italy)4

4
應邀赴印度Hyderabad市出席「2018國際細胞
生物會議」，並發表學術論文。 107/01/26-107/02/02 印度(India)

印度(India)4
參加印度Hyderabad舉行之「2018國際細胞生
物會議」，並發表學術論文。 107/01/26-107/02/03

參加在葡萄牙特羅亞(Troia)市舉行之「人類健
康和疾病中的端粒生物學」會議，會中將發表
論文，題目為：「APB形成機制之探討」

107/04/30-107/05/07 葡萄牙(Portugal)4

美國(U.S.A.)4
參加在美國夏威夷州科納市舉行之「第8屆國
際脊椎動物性別定會議」，會中將發表論文，
題目為：「Function of gsdf in early stage

107/04/14-107/04/24

參加在美國夏威夷州科納市舉行之「第8屆國
際脊椎動物性別定會議」，會中將發表論文，
題目為：「Investigation of Fox13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in the zebrafish gonads」

107/04/14-107/04/24 美國(U.S.A.)4

日本(Japan)4
參加日本東京都江戶川區舉行之「第70回日本
細胞生物學會暨第51回日本發育生物學會合同
大會」會議，會中獲邀發表口頭演說

107/06/05-107/06/09

參加美國聖地牙哥市舉行之「美國生化暨分生
學會年度會議」 。會中將發表論文，題目
為：「結構分析核糖核酸內切酶EndoG在氧化
壓力下的變化」。

107/04/20-107/05/01 美國(U.S.A.)4

葡萄牙(Portugal)4

參加在葡萄牙里斯本市舉行之「第十㇐屆國際
自體免疫會議」會議，會中將發表論文：「經
由轉移調節性T細胞治療原發性免疫缺失病人
因感染而引發之發炎」

107/05/14-107/05/23

參加以色列雷霍沃特(Rehovot) 舉行之「EMBO
非編碼核糖核酸在肧胎發育和分化的角色(會
議，會中獲邀發表口頭演說，題目為：
「LncRNA Meg3 Choreographs the Epigenetic
Landscape of Postmitotic Motor Neuron Cell
Fate and Subtype Identity」

107/04/08-107/04/14 以色列(Israel)4

美國(U.S.A.)4
參加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舉行之「4th
Annual Precision CRISPR Congress 2018」會議 107/02/23-107/03/02

參加在美國舊金山市舉行之「第62屆生物物理
年會」會議，會中將發表論文。 107/02/10-107/02/23 美國(U.S.A.)4

美國(U.S.A.)4
參加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太浩市舉行之「冷凍
電子顯微學之從細胞到分子：觀察不同視野的
生物系統」，會中並發表論文。

107/02/04-107/02/11

107/05/18-107/05/25 美國(U.S.A.)4
前往美國亞利桑那州參加 NDNC 2018 國際會
議,探討奈米碳材及相關領域之新知,包括鑽石,
奈米碳管,石墨烯,及其他碳材奈米結構暨相關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日本(Japan)7
赴日本松山愛媛大學協同天文研究學者進行計
畫相關學術研究，以利發展在臺研究計畫進 107/02/18-107/02/25

赴美國夏威夷希羅島(Hilo)毛納基峰使用JCMT
望遠鏡進行計畫相關觀測事宜。 107/01/30-107/02/08 美國(U.S.A.)7

美國(U.S.A.) 越南
(Vietnam)

7

赴越南胡志明市參與研討會議，後赴美國劍橋
史密松天文台(SAO)進行ALMA原型天線/格陵
蘭望遠鏡(GLT)計畫相關學術交流，以利發展
在臺研究計畫進度。

106/12/10-107/01/11

赴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及瑞士蘇黎
世大學進行計畫相關學術交流，以利發展在臺
研究計畫進度。

106/12/22-107/01/08 瑞士(Switzerland)7

4
赴德國慕尼黑協同天文研究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後赴德國班堡(Bamberg)出席會議，並發表
論文。

107/03/23-107/03/30 德國(Germany)

4
赴德國慕尼黑協同天文研究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後赴德國班堡(Bamberg)出席會議，並發表
論文。

107/03/23-107/03/30 德國(Germany)

107/03/11-107/03/19 美國(U.S.A.)4
赴美國亞利桑那州奧拉克爾(Oracle)出席會議
，並發表論文。

4
赴南韓首爾出席會議、發表論文，並於會前協
同與會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107/01/29-107/02/03 南韓(Korea)

4
赴義大利塞斯托(Sesto)出席會議，並發表論
文。 107/03/11-107/03/17 義大利(Italy)

107/03/11-107/03/17 義大利(Italy)4
赴義大利塞斯托(Sesto)出席會議，並發表論
文。

4
赴日本千葉大學出席會議，並發表論文，後赴
日本東京大學柏市(Kashiwa)校區之數物連攜宇
宙研究機構(IPMU)進行計畫相關學術討論。

107/03/13-107/03/23 日本(Japan)

4 赴南韓首爾出席會議，並發表論文。 107/01/30-107/02/03 南韓(Korea)

107/01/04-107/01/07 美國(U.S.A.)4
赴美國科羅拉多州波德(Boulder)出席會議，並
發表論文。

4 赴南韓首爾出席會議，並演講。 107/01/30-107/02/03 南韓(Korea)

4
赴德國加興(Garching)出席會議，並發表論文
，並於會前協同與會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107/01/15-107/01/20 德國(Germany)

107/01/15-107/01/21 德國(Germany)4
赴德國慕尼黑出席會議、發表論文，並於會前
協同與會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4
赴南韓首爾出席會議、發表論文，並於會前協
同與會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107/01/29-107/02/03 南韓(Korea)

4
赴南韓首爾出席會議、發表論文，並於會前協
同與會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107/01/29-107/02/03 南韓(Korea)

107/01/29-107/02/03 南韓(Korea)4
赴南韓首爾出席會議、發表論文，並於會前協
同與會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赴美國夏威夷希羅島速霸陸望遠鏡(Subaru
Telescope)進行Prime Focus Spectroscopy(PFS)計
畫多光纖定位相機運轉測試相關事宜。

107/04/22-107/05/09 美國(U.S.A.)7

日本(Japan)7
赴日本東京國立天文台(NAOJ)進行阿塔卡瑪大
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計畫(ALMA)相關學術交
流，並報告本所在臺研究計畫發展近況。

107/05/09-107/05/17

赴美國夏威夷希羅島速霸陸望遠鏡(Subaru
Telescope)進行Prime Focus Spectroscopy(PFS)計
畫多光纖定位相機運轉測試相關事宜。

107/04/22-107/05/09 美國(U.S.A.)7

美國(U.S.A.)7
赴美國劍橋史密松天文台(SAO及美國夏威夷希
羅巿(Hilo)進行計畫相關學術交流，以利發展
在臺研究計畫進度。

107/02/18-107/04/14

赴美國夏威夷希羅島(Hilo)毛納基峰使用JCMT
望遠鏡進行計畫相關觀測事宜。 107/04/15-107/04/26 美國(U.S.A.)7

格陵蘭(Greenland)7
赴格陵蘭圖勒空軍基地(Thule Air Base)協助格
陵蘭望遠鏡(GLT)計畫相關運轉操作、觀測事
宜。

107/04/09-107/05/08

赴美國薛倫斯維爾(Charlottesville)美國國家電
波天文台(NRAO)進行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
米波陣列計畫(ALMA)相關學術交流。

107/04/16-107/04/20 美國(U.S.A.)7

德國(Germany)7
赴德國慕尼黑Munich Institute for Astro-and
Particle Physics(MIAPP)天文機構參與研討會，
進行學術研究，以利發展在臺研究計畫進度。

107/04/21-107/05/06

赴美國帕莎蒂娜噴射推進實驗室(JPL)、DRS
Technologies Inc.公司及Raytheon公司進行計畫
相關技術研究。

107/03/25-107/03/30 美國(U.S.A.)7

日本(Japan)7
赴日本茨城縣筑波大學協同天文研究學者進行
天文計畫相關學術研究。 107/03/26-107/03/31

赴日本大阪大學、日本廣島大學及日本京都大
學進行計畫相關學術研討，以利發展在臺研究
計畫進度。

107/03/26-107/03/29 日本(Japan)7

越南(Vietnam)7
赴越南胡志明國際大學(Ho Chi Minh C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協同天文研究學者進行
計畫相關學術研究，以利發展在臺研究計畫進

107/02/25-107/03/05

赴格陵蘭圖勒空軍基地(Thule Air Base)執行GLT
接收機組裝測試相關工作，後赴德國加興
(Garching)歐洲南方天文台(European Southern
Observatory, ESO)參與研討會議，並報告本所
在臺研究計畫發展近況。

106/11/28-107/01/25
格陵蘭(Greenland)
德國(Germany)

7

美國(U.S.A.)7
赴美國夏威夷希羅島(Hilo)毛納基峰使用JCMT
望遠鏡進行計畫相關觀測事宜。 107/02/25-107/03/08

赴美國波士頓海斯塔克天文台(MIT Haystack
Observatory)進行計畫相關學術討論，以利發
展在臺研究計畫進度。

107/02/28-107/03/17 美國(U.S.A.)7

美國(U.S.A.)7
赴美國夏威夷毛納洛峰協助主持人進行並學習
李遠哲陣列望遠鏡計畫(YTLA)相關觀測研究事
宜。

107/01/28-107/02/08

赴日本大阪府立大學出席Star formation with
ALMA: Evolution from dense cores to protostars
研討會，並協同與會天文學者進行計畫相關學
術討論，以利發展在臺研究計畫進度。

107/01/16-107/01/18 日本(Japan)7

日本(Japan)7
赴日本京都大學基礎物理研究所(YITP)參與研
討會議，進行計畫相關學術研討。 107/02/18-107/02/26

赴智利聖地牙哥The Joint ALMA
Observatory(JAO)進行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
毫米波陣列計畫(ALMA)相關學術研究。

106/12/23-107/02/06 智利(Chile)7

日本(Japan)7 畫相關學術研究，以利發展在臺研究計畫進
度。

107/02/18-107/02/25



4 動物保健產業及安全防護科技創新開發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新興農業生物技術 歐美亞澳非洲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參加2018年泰國國際書展，於臺灣館特設展區
展出計畫出版品及採訪泰國漫畫出版相關從業
人員。

107/03/27-107/04/02 泰國(Thailand)

107/03/27-107/04/02 泰國(Thailand)4
參加2018年泰國國際書展，於臺灣館特設展區
展出計畫出版品及採訪泰國漫畫出版相關從業
人員。

4
參加2018年泰國國際書展，於臺灣館特設展區
展出計畫出版品及採訪泰國漫畫出版相關從業
人員。

107/03/27-107/04/02 泰國(Thailand)

4

前往美國華盛頓特區參加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8 Annual Conference，並發表
論文"To be Informative or Handy: Dilemmas of
Presenting Drug Knowledge in Song China (960-

107/03/19-107/03/29 美國(U.S.A.)

107/03/21-107/04/01 美國(U.S.A.)4

因執行科技部計畫「明清東南中國的山民與海
民：文化傳播與社群建構的歷史過程」需要，
前往美國華盛頓特區參加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8 Annual Conference，並發表
論文。

計畫結餘款再利用-農生中心楊文欽 開會內容:
本次參加的Keystone Symposium 基石研討會其
主要探討的重點在胰島細胞生物學與糖尿病的
研究發展。而本實驗室目前致力天然植化物對
於糖尿病的治療及基因調控ꞵ細胞的功能與存
活的研究，與會議的諸多議題多有相關，參與
該項國際會議與其他相同研究領域學者交流、
了解目前糖尿病基礎研究上的進展與臨床研究
上的治療方式趨勢，有助於本實驗室推動糖尿

107/02/04-107/02/13 美國(U.S.A.)4

107/01/21-107/01/26 美國(U.S.A.)4
1/21-1/26赴美出席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與中研院雙邊研討會，並在研討會發表口頭演
講。

107/03/24-107/03/29
英國(United
Kingdom)

4

CRISPR為現今基因工程新興熱門技術. 本次與
會者皆為從事植物與作物CRISPR基因編輯技術
研究者, 藉由此次會議與各國研究學者進行經
驗交流與討論, 將有助於我們實驗室與此研究
計畫項下各種作物的基因編輯技術建立與改
進, 並可以獲得更多CRISPR新技術的學習

赴格陵蘭圖勒空軍基地(Thule Air Base)使用天
體執行GLT性能調整及校準等建置相關工作。 107/03/16-107/04/15 格陵蘭(Greenland)7

格陵蘭(Greenland)7
赴格陵蘭圖勒空軍基地(Thule Air Base)執行GLT
接收機儀器維護及校正相關事宜。 107/04/24-107/05/14

赴美國夏威夷希羅島速霸陸望遠鏡(Subaru
Telescope)進行Prime Focus Spectroscopy(PFS)計
畫多光纖定位相機運轉測試相關事宜。

107/04/22-107/04/30 美國(U.S.A.)7

美國(U.S.A.)7
赴美國夏威夷希羅島速霸陸望遠鏡(Subaru
Telescope)進行Prime Focus Spectroscopy(PFS)計
畫多光纖定位相機運轉測試相關事宜。

107/04/22-107/04/30

畫多光纖定位相機運轉測試相關事宜。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為執行「客家、巴色差會與太平天國」展示研
究案赴馬來西亞沙巴田野調查 107/01/14-107/01/19 馬來西亞(Malaysia)7

4

應邀赴美參加北美台灣研究學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年會，
擔任圓桌會議之引言討論。會中將以女書為例
，探討人類學研究的方法論反思。會後並擬參
觀博物館，以瞭解文物與文物化的相關議題。

107/05/24-107/05/31 美國(U.S.A.)

本研究將群體信念與行為（i.e., 台灣與美國）
脈絡化於各自所屬的歷史與文化價值觀體系中
，深究並比較台灣與美國家⾧對孩童學習行為
表現之情緒反應與詮釋之異與同。

107/04/28-107/05/05 日本(Japan)4

4

參加CORPUS以飲食與身體為主題的國際會議
，以科技部「台灣茶文化的新創及全球化」計
畫蒐集之資料，討論台灣製茶傳統裡之感官與
身體技藝的課題。將發表 "Bodies that taste,
bodies that manufacture: Senses and
subjectivities in making a good batch of Oolong

107/05/18-107/06/03 西班牙(Spain)

出席在美國加州舊金山市舉行的第30屆心理科
學會年會（The 3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並於會
中發表個人研究論文。

107/05/23-107/05/29 美國(U.S.A.)4

4
為執行「客家、巴色差會與太平天國」展示研
究案赴馬來西亞沙巴田野調查 107/01/14-107/01/19 馬來西亞(Malaysia)

赴馬來西亞沙巴蒐集當地華人社會之社團與宗
教方面資料，以便與臺灣之池上地區做比較 107/01/14-107/01/19 馬來西亞(Malaysia)4

107/01/14-107/01/19 馬來西亞(Malaysia)4
為執行「客家、巴色差會與太平天國」展示研
究案赴馬來西亞沙巴田野調查

因執行「西學、理學與科舉：應撝謙研究」計
畫需要，前往東京公文書館查看應撝謙相關著
作；轉赴仙台東北大學，拜訪首先研究《性理
大中》的三浦秀㇐教授及以科學史收藏著名的
狩野文庫。

107/04/26-107/06/02 日本(Japan)

日本(Japan)

7

107/04/15-107/04/29 日本(Japan)

日本(Japan)

7
因執行科技部計畫「發現東方無意識：二十世
紀上半葉日本的心理治療」需要，前往東京國
會圖書館等處蒐集研究資料。

7

因執行科技部計畫「西學、理學與科舉：應撝
謙研究」需要，前往東京公文書館查看應撝謙
相關著作；轉赴仙台東北大學，拜訪首先研究
《性理大中》的三浦秀㇐教授及以科學史收藏
著名的狩野文庫。

107/04/26-107/06/02

7

因執行科技部「臺灣地區出土及傳世人形銅柄
鐵刃器研究」專書寫作計畫需要，前往日本千
葉縣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進行研究，並攜帶
XRF從事所觀察文物之元素半定量分析。

107/02/17-107/02/25

因執行科技部計畫「安陽殷墟青銅器陶範製作
法的研究」需要，前往日本福岡縣北九州市芦
屋釜之里進行青銅器陶範鑄造實驗。

107/01/27-107/02/06 日本(Japan)7

4

因博士論文涉及宋代醫療史研究，為改寫論文
投搞，有與同領域學者交流研究成果之需要，
故前往美國華盛頓Marriott Park參加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8 Annual

107/03/20-107/03/28 美國(U.S.A.)

人員。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深度減碳，邁向永續社會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參加日本名古屋名城大學、韓國KEI、REEPS舉
辦之討論E3ME模型的建模會議 107/02/06-107/02/08 日本(Japan)4

4

為執行科技部計畫研究所需，擬於1/9-1/16至
澳洲university of New Castle參與第14屆國際會
議(1/11-14)，並發表論文:labor migration with
remitt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107/01/09-107/01/16 澳大利亞(Australia)

至多倫多參加2018 SOLE年會，與共同作者共
同發表論文 107/05/03-107/05/07 加拿大(Canada)4

4

計劃共同主持人柯凱元博士擬前往菲律賓參
加: 會議名稱:亞洲天然災害新面向:亞太地球科
學學會暨歐洲地質科學聯合會聯席會議 擬發
表論文題目:A Preliminary Study of Food-water-
energy Nexus Duning Drought in Taoyusn,Taiwan

107/02/03-107/02/09 菲律賓(Philippines)

赴美國費城參加2018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107/01/03-107/01/09 美國(U.S.A.)4

7

受Leiden University 邀請訪問演講（4/12-4/18)
，擬在Amderdam多停留三天（4/19-4/21）搜
集資料，並由Amsterdam轉赴佛羅倫斯哈佛研
究中心Villa I Tatti調閱其收藏的蘇州片相關作
品（4/22-4/27）。

107/04/12-107/04/27
荷蘭(Netherlands) 義
大利(Italy)

107/03/17-107/03/31
英國(United
Kingdom)

4

科技部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申請人黃相輔
博士後研究學者赴英國約克(York)參加
Imagining the History of the Future: Unsettling
Scientific Stories，並發表會議論文。

4
赴美國華盛頓特區開2018年亞洲年會（AAS）
並發表論文。 107/03/20-107/03/28 美國(U.S.A.)

美國(U.S.A.)4
赴美國華盛頓市出席亞洲學會年會，並發表科
技部計畫之研究成果。 107/03/21-107/03/27

為執行研究計畫之需要赴菲律賓田野調查 107/02/26-107/03/11 菲律賓(Philippines)7

7

本專書寫作計畫中的移地研究。本人至日本進
行資料蒐集與田野調查，如天理大學，天理教
相關機構等，蒐集天理教在海外佈教發展的相
關文件(如韓國)。

107/04/14-107/04/23 日本(Japan)

本人將赴緬甸進行田野調查，與計畫⾧期觀察
的研究對象進行多次且深入的訪談，並且透過
參與觀察之方法，試圖了解在緬甸古典音樂的
懷舊與創新中，最新的發展情況，以利研究可
以從更多不同之面向來進行論述。

107/02/18-107/03/04 緬甸(Burma)7

7
為執行「客家、巴色差會與太平天國」展示研
究案赴馬來西亞沙巴田野調查 107/01/14-107/01/19 馬來西亞(Malaysia)

究案赴馬來西亞沙巴田野調查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前往英國倫敦短期研究，期間會跟英國倫敦亞
非學院台灣研究中心陳以信博士進行訪談。 107/03/23-107/03/25

英國(United
Kingdom)

南韓(Korea)4
赴南韓首爾出席workshop and editorial meeting
at Kor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107/03/21-107/03/23

赴奧地利格拉茲大學出席歐美多元族裔研究學
會第十㇐屆雙年會，並擔任 “Contingency,
Kinship, and Cross-Cultural Adoption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s” 場次之主持人

107/05/25-107/06/04 奧地利(Austria)4

日本(Japan)7
赴日本京都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移地研
究 107/04/18-107/04/26

7
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移地研究：赴法國
巴黎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訪問Dr. François Recanati，進行學術交

107/05/12-107/05/20 法國(France)

英國(United
Kingdom)

7
執行科技部計畫之移地研究，於倫敦蒐集計畫
相關資料。 107/04/02-107/04/10

7
執行科技部計畫「美國有機農業與1970年代反
文化運動(1/2)」，赴日本京都進行移地研究，
蒐集禪與庭園相關資料。

107/01/24-107/01/28 日本(Japan)

美國(U.S.A.)7

行程包含學術交流與收集資料兩部分。第㇐，
學術交流部分預計與馬里蘭大學政府學系教授
Scott L. Kastner討論本專題研究。會面時間包
括3月1、2號。 3月5號以及6號將與 American
University 學者Patrick Jackson討論研究，其專
⾧在於國際關係建構理論，其將幫助本人修改
本研究之理論架構。 第二，收集資料部分，
將在馬里蘭大學圖書館收集資料。從3月7至12

107/02/27-107/03/14

執行科技部計畫，赴奧地利格拉茲出席國際會
議。 107/05/25-107/06/04 奧地利(Austria)4

美國(U.S.A.)4

前往美國史丹佛大學蒐集資料，同時應美國加
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研究所邀請，出席
Berkeley-Cambridge Workshop on Maritime Asia
國際研討會。

107/05/11-107/05/17

4

至加拿大多倫多參加歐盟研究協會年會並發表
論文，擬發表之論文題目：IN SEARCH OF THE
EU’S GRAND TRADE STRATEGY: TPP FOR THE
US/JAPAN, RCEP FOR CHINA, WHAT FOR THE

107/05/07-107/05/15 加拿大(Canada)

墨西哥(Mexico)4
出席2018 Annual Conference Re-Mapping
Global Education South-North Dialogue國際研
討會

107/03/25-107/04/01

4
赴英國倫敦執行科技部計畫之出席國際會議並
發表論文。 107/04/02-107/04/10

英國(United
Kingdom)

107/04/08-107/04/21 日本(Japan)7

受邀赴日本新潟國際大學訪問，主要是與該校
的郭俊宏(Chun-Hung Kuo)教授進行以下的工
作：(1) 討論目前進行的合作研究計畫
“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with Working
Capital Constraints”；(2)規劃如何將計算演算
方法(computational algorithm)應用於「訊息趨
動的景氣波動」之合作計畫。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3

為蒐集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傳統醫
學在東亞的開展與分疏」中醫典籍解讀班所需
資料，前往日本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日文研)圖書館，針對宗田文庫內5000餘冊藏
書，就所需研究資料進行編冊的先前工作。

107/04/24-107/04/28 日本(Japan)

7
前往仙台東北大學、東京大學、外交史料館進
行訪查、徵集葉盛吉留學期間(曾就讀第二高
等學校及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之相關史料。

107/03/31-107/04/07 日本(Japan)

王敬翔博士將隨同許雪姬所⾧、檔案館主任王
麗蕉研究副技師與檔案館助理謝明如等人，前
往日本仙台、東京等地進行訪查、徵集葉盛吉
留學時期相關史料。主要協助仙台參訪行程聯
繫、翻譯，和東京相關典藏單位料查找複印等

107/03/31-107/04/07 日本(Japan)7

107/03/31-107/04/07 日本(Japan)7
前往仙台東北大學、東京大學、外交史料館進
行訪查、徵集葉盛吉留學期間(曾就讀第二高
等學校及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之相關史料。

7

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由『臺灣物』來看
近現代的臺灣－－「民謠」、空間、文化認
同、國家統合」前往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
館、神保町古書街等地蒐集所需研究資料。

107/01/22-107/01/26 日本(Japan)

107/03/31-107/04/07 日本(Japan)4
前往仙台東北大學、東京大學、外交史料館進
行訪查、徵集葉盛吉留學期間(曾就讀第二高
等學校及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之相關史料，

赴日本仙台、東京蒐集資料 107/03/29-107/04/11 日本(Japan)7

7 赴日本東京、京都蒐集資料 107/04/21-107/04/29 日本(Japan)

赴法國里昂（Lyon)、狄戎（Dijon）移地研
究。 107/04/02-107/04/17 法國(France)7

107/04/09-107/04/12 美國(U.S.A.)7

申請人奉准於2017/08/10至 2018/07/31帶職帶
薪赴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研究。期間因
研究需要，擬於2018/04/9自波士頓出發前往
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蒐集資料，2018/04/12自華
盛頓返回波士頓。

4
赴美國聖地牙哥參加美國哲學會（APA）2018
年會，發表論文，並蒐集資料。 107/03/27-107/04/03 美國(U.S.A.)

美國(U.S.A.)4
赴美國華盛頓特區參加美國亞洲學會AAS年會,
發表論文,並蒐集資料。 107/03/21-107/03/29

107/05/11-107/05/17 美國(U.S.A.)7

前往美國史丹佛大學蒐集資料，同時應美國加
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研究邀請，出席
Berkeley-Cambridge Workshop on Maritime Asia
國際研討會。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為本所科技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共同主持人，此次參加會議將與全世界40多個
會員國討論ISSP2019年的問卷內容與確定
ISSP2020年的調查主題等相關事務。另外將代
表台灣參加ISSP2020問卷起草小組，同時也是

107/04/26-107/05/05 墨西哥(Mexico)

4

為本所科技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協同研究人員，此次參加會議將與全世界40多
個會員國討論ISSP2019年的問卷內容與確定
ISSP2020年的調查主題等相關事務。另外將代
表台灣參加ISSP2020 問卷起草小組，同時也是
ISSP方法委員會的成員之㇐，參與ISSP2020問
卷與方法委員會的小組會議。

107/04/25-107/05/05 墨西哥(Mexico)

研究計畫包含在中國因素下對台港影視產業人
員的影響。擬參與歐洲台灣研究協會第15屆年
會，撰寫論文發表研究計畫階段性成果。

107/04/01-107/04/14 瑞士(Switzerland)4

美國(U.S.A.)4

擬於107年4月23日至107年4月30日（實際出
國至返國日期）赴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參加
美國人口學會(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PAA)所舉辦的2018年會，會議期間發
表兩篇論文，分別為個人獨作以及與瑞典學者
Martin Kolk合作的人口生育研究。

107/04/23-107/04/30

與江彥生副研究員發表"From Hostility to
Friendliness: A companion of behavior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modeling on
intergroup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ese
and Taiwanese in triadic networks"以期在會議

107/03/20-107/03/27 日本(Japan)4

4

赴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參加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y Studies講座教授Michael W.
Apple紀念退休學術研討會，會後並有參訪行
程。

107/03/07-107/03/15 美國(U.S.A.)

107/03/15-107/03/24 美國(U.S.A.)4
參加Sunflowers and Umbrellas: Social
Movements, Expressive Practice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aiwan and Hong Kong研討會議（

前往史丹福大學訪問胡佛研究所拜訪東亞部主
任林孝庭並瞭解戰後台灣史料蒐藏概況。 107/04/24-107/04/30 美國(U.S.A.)7

4

受邀前往美國史丹福出席「2018 Digital
Humanities Asia Conference」，並於會中與捷
克科學院路丹妮教授聯合發表"DH Methods
and Defining the Political of Ruling Elites in
Taiwan(1935-1950)"㇐文

107/04/24-107/04/30 美國(U.S.A.)

4

為籌辦本所與美國匹茲堡大學、中國北京大學
歷史系以日本島根大學醫學部合辦之"The
Intersections of Colonialism and Medicine in East
Asia"學術研討會，將赴美國匹茲堡大學出席
國際學術研討會之籌備會議，進行研討會相關
事項討論及確認

106/12/23-107/01/07 美國(U.S.A.)

107/03/06-107/03/18 美國(U.S.A.)4

劉士永研究員將代表所方身分及籌備委員，赴
美國匹茲堡大學出席會議，本次行程將提前於
6日出發以利進行會前(3/6-3/8)之籌備事項，
會後(3/12-16)續留該校與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James Cook及副研究員Tina Phillips Johnson商
討會議論文出版及審查等相關事宜，就便與專
業期刊之出版單位商談。



4 深度減碳，邁向永續社會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107/01/27-107/02/03 美國(U.S.A.)4

參加2018年西岸光子會議 本研究群投稿於
2018年西岸光子學會議的論文"Absorption
enhancement in type-II coupled quantum rings
due to existence of quasi-bound states" 已被接
受, 須於會議內發表口頭報告. 固預計會議期間
(1/27/2018-2/1/2018) 前往美國加州舊金山參

4 參加國際研討會並進行口頭報告 107/03/24-107/04/02 美國(U.S.A.)

4
參加國際研討會Laser Science to Photonic
Applications (CLEO) 2018。 107/05/11-107/05/20 美國(U.S.A.)

107/03/21-107/03/26 日本(Japan)4
赴日本千葉參加the 7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Physical Society of Japan (JPS)並發表應邀演講

4
赴杜拜參加the 5th World Congress on Smart
and Emerging Materials會議並發表口說演講 107/04/17-107/04/21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4

參加新加坡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在新加坡市(Singapore)舉
行之2018國際顯微術焦點會議(Focus on
Microscopy)。將在此會議作口頭發表(Oral

107/03/24-107/03/29 新加坡(Singapore)

107/03/25-107/03/28 新加坡(Singapore)4 出席國際顯微術會議

4 參加ACS會議並發表研究成果 107/03/15-107/03/27 美國(U.S.A.)

4

於執行國衛院補助計畫發展微流體細胞培養元
件以研究癌症之轉移的計畫中，血管新生為㇐
重要課題，其中血管內皮細胞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於研究中我們進行了㇐系列血管內皮細胞
於體外所模擬的癌症微環境中遷徙之研究，藉
由此次會議將與相關學者進行深入的討論。

107/01/23-107/02/04 日本(Japan)

107/01/20-107/01/27 新加坡(Singapore)4
Optimization for Nanostructure-bas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Biosensors using a Micro-
genetic Algorithm 利用微基因演算法設計用於

4 出席分子醫學年會 107/02/10-107/02/15 美國(U.S.A.)

南韓(Korea)7
赴韓國首爾進行田野資料蒐集。4月6日出發，
4/13晚間返國。經費來源：個人計畫結餘款。 107/04/06-107/04/13

107/03/11-107/03/28 美國(U.S.A.)4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Conference is the largest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held in North America. 在此次年會
中，本人擔任session主持人與論文共同發表

4

第㇐個會議是AJCP國際刊物的編輯會議，該刊
由Sage出版，為新出版的國際期刊。第二個會
議則是針對亞洲的比較政治動態研究進行國際
研討工作坊。

107/03/01-107/03/04 日本(Japan)

表台灣參加ISSP2020問卷起草小組，同時也是
ISSP方法委員會的成員之㇐，參與ISSP2020問
卷與方法委員會的小組會議。



7 與國外頂尖大學合作培訓博士後人員 美國
7 與國外頂尖大學合作培訓博士後人員 美國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赴香港理工大學進行短期研究。 107/01/03-107/02/28 中國大陸(China)

7
於4/19至4/20赴赴美國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 Cancer Center進行學術交流。 107/04/12-107/04/22 美國(U.S.A.)

107/04/30-107/05/22
耶路撒冷(Jerusalem)
德國(Germany)

7
參加"中央研究院與希伯來大學國際合作計畫
會議"、至希伯來大學(以色列)移地研究與至萊
布尼茲研究院(德國)移地研究

7 執行細胞分離實驗 107/05/08-107/05/11 日本(Japan)

7

赴俄羅斯the Center for Semiconductor
Microelectronics of the Institute for Automation
and Control Processes (IACP), Far-Eastern Branch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FEB RAS)進行訪
問。

107/02/12-107/03/12 俄羅斯(Russia)

至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之Prof. Harry Atwater實驗
室進行短期移地研究 107/03/27-107/04/21 美國(U.S.A.)7

4

出席國際會議: SPIE OPTO Symposium, part of
SPIE Photonics West 2018, which will be held 27
January - 1 February 2018,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107/01/28-107/02/03 美國(U.S.A.)

107/06/08-107/06/17 義大利(Italy)4 參加第八屆新材料國際會議

4
參加中央研究院與希伯來大學國際合作計畫會
議 107/04/30-107/05/22

耶路撒冷(Jerusalem)
德國(Germany)

4 參加AOGS2018支出 107/06/03-107/06/09 美國(U.S.A.)

107/05/13-107/05/20 美國(U.S.A.)4 雙曲色散超穎材料增強在奈米尺度的輻射控制

4
於4/14至4/18赴美國芝加哥參加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AACR)年度國
際會議，並發表研究成果

107/04/12-107/04/22 美國(U.S.A.)

4

應邀參加在土耳其-Oludeniz舉辦之國際應用物
理及材料會議International Advances Applied
Physics & MaterialsScience Congress
(APMAS2018)，將在此會議作邀請演講及研究

107/04/21-107/05/07 土耳其(Turkey)

107/03/24-107/04/02 美國(U.S.A.)4
赴美國加州蒙特雷參加第九屆微米科技應用於
醫藥與生物之國際研討會，並發表研究成果。

4
參加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舉行之物理學會3月年會
(2018 APS March Meeting)並在會中作兩項研究

107/03/02-107/03/18 美國(U.S.A.)

4

在2018國際顯微術焦點會議(Focus on
Microscopy)作口頭發表，標題為“Visualiz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Mitochondrial Dynamics
with Lattice Light-sheet Microscopy”。

107/03/25-107/03/29 新加坡(Singapore)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深度減碳，邁向永續社會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3 深度減碳，邁向永續社會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深度減碳，邁向永續社會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新興農業生物技術 歐美亞澳非洲

3 新興農業生物技術 歐美亞澳非洲

4
前往美國JGI參加美國能源部聯合基因組研究
所年度能源與環境基因組用戶會議 ，發表成
果。

107/03/11-107/03/19 美國(U.S.A.)

4
應邀前往出席會議並擔任Keynote講員，會後
轉往其他地方訪問及討論研究計畫 107/02/25-107/03/09 美國(U.S.A.)

107/03/26-107/04/03 日本(Japan)4
發表本研究室於昆蟲-植物關係的研究進展，
並整合台灣癭學的成就推廣交流。

4
受邀參加 GBIF 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入口網開
發工具之工作坊。GBIF 各使用該工具之節點
均會前往；參加此工作坊有利於TaiBIF評估使

107/02/04-107/02/26
丹麥(Denmark) 西班
牙(Spain)

德國(Germany) 以色
列(Israel) 耶路撒冷
(Jerusalem)

3
此行以氣候變遷服務為交流重點；德國行程以
氣候變遷科學研究、調適策略及整合服務為
主；以色列行程則以災害應變技術發展交流為

107/04/21-107/05/01

赴德國三個國家級氣候變遷研究機構及以色列
地球科學所參訪。此行以氣候變遷服務為交流
重點；德國行程以氣候變遷科學研究、調適策
略及整合服務為主，與參訪單位就相關議題進

107/04/21-107/04/28 德國(Germany)3

4
參加國際會議The 2nd Pan-GASS meeting: ‘
Understanding and Modelling Atmospheric
Processes’ (UMAP)並發表研究成果

107/02/24-107/03/04 澳大利亞(Australia)

107/02/24-107/03/04 澳大利亞(Australia)4
參加 The 2nd Pan-GASS meeting: ‘
Understanding and Modelling Atmospheric
Processes’ (UMAP)發表研究成果

4
出席國際會議2018 Ocean Sciences Meeting，
並發表研究成果 107/02/11-107/02/17 美國(U.S.A.)

美國(U.S.A.)4 本論文與肢體衝突有關。 107/04/03-107/04/17

參加美國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該國際研討會不僅是美國
政治學學門重大學會之㇐，同時也是國際性的
指標會議，每年吸引上萬位各國學術先進、專
家學者，以及碩博士生參與。

107/04/04-107/04/10 美國(U.S.A.)4

4
發表關於貿易協定與政變風險關係文章㇠篇、
擔任會議引言人、並與相關領域學者進行交
流。

107/02/07-107/02/13 美國(U.S.A.)

代表Asian Barometer參加Asia Democracy
Research Network Sri Lanka WORKSHOP (Jan.
18-19, 2018)。與會者均為亞洲各國從事民主
研究的機構，將討論共同研究之報告，包括女
性參政的權利、政府對民主運作的限縮情形以
及貪污的情形。經由交流，可以更了解東亞民

107/01/17-107/01/20 斯里蘭卡(Sri Lanka)4



3 新興農業生物技術 歐美亞澳非洲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發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健康雲跨領域研究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生技醫藥轉譯創新發展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為響應新南向政策，促進菲律賓及台灣在生技
醫藥研究及教育上的合作，本計畫代表團應邀
至菲律賓大學舉辦中研院-菲律賓大學雙邊研
討會(Academia Sinica-UP Bilateral Workshop &
Symposium)本會議旨在提供㇐完整連貫之密集
訓練課程，使菲律賓大學以生醫研究為志向之
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得以接觸到最新穎之研
究方法，並了解研究成果如何應用在新藥開

107/04/15-107/04/22 菲律賓(Philippines)

5/9-11 受邀出席"the 3 rd Canadian Glycomics
symposium"(Banff, Alberta, Canada )張貼學術壁
報 5/10-14 受邀出席"Sialoglyco 2018
International meeting"(Banff, Alberta, Canada )

107/05/05-107/05/16
加拿大(Canada) 美國
(U.S.A.)

4

菲律賓(Philippines)4

為響應新南向政策，促進菲律賓及台灣在生技
醫藥研究及教育上的合作，本計畫代表團應邀
至菲律賓大學舉辦中研院-菲律賓大學雙邊研
討會(Academia Sinica-UP Bilateral Workshop &
Symposium)本會議旨在提供㇐完整連貫之密集
訓練課程，使菲律賓大學以生醫研究為志向之
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得以接觸到最新穎之研

107/04/15-107/04/22

參加國際研討會 107/01/31-107/02/11 美國(U.S.A.)4

德國(Germany)4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German Society of
Virology will cover a broad spectrum of topics in
virology including workshops and poster

107/03/09-107/03/20

SLAS2018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xhibition

107/02/02-107/02/10 美國(U.S.A.)4

俄羅斯(Russia)7

此趟出差目的主要為取得南西伯利亞冬天之湖
水與底部沉積物的樣本，用以研究微生物變化
與環境因子之間的關係，另外也希望學習研究
團隊如何採取表面結冰湖泊之採樣技術，希望
未來可應用於類似湖泊之研究計畫。

107/02/24-107/03/04

7

與泰國曼谷的蘭甘亨大學(Ramkhamhaeng
university)的Thamasak教授、Makamas教授及
其團隊㇐起至泰國普吉島，進行珊瑚礁生態調
查研究，調查珊瑚礁生態系的草食生物海膽與
當地珊瑚添入量的關係。

107/03/17-107/03/24 泰國(Thailand)

俄羅斯(Russia)7

此趟出差目的主要為取得南西伯利亞冬天之湖
水與底部沉積物的樣本，用以研究微生物變化
與環境因子之間的關係，另外也希望學習研究
團隊如何採取表面結冰湖泊之採樣技術，希望
未來可應用於類似湖泊之研究計畫。

107/02/24-107/03/04

7

前往泰國曼谷的蘭甘亨大學(Ramkhamhaeng
university)拜訪Thamasak教授及Makamas教授
進行學術交流，並與其團隊㇐起至泰國芭達雅
附近的三座小島，進行珊瑚礁生態調查研究，
調查珊瑚礁生態系的草食生物海膽與當地珊瑚
添入量的關係。

107/01/16-107/01/24 泰國(Thailand)



4 高階分析儀器的自研自製與自用計畫 美國
4 高階分析儀器的自研自製與自用計畫 美國
4 高階分析儀器的自研自製與自用計畫 韓國
4 高階分析儀器的自研自製與自用計畫 歐洲
4 育成中心計畫 歐美亞澳洲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參加Immunology 2018國際會議，並擔任主持
人及講者。 107/05/03-107/05/12 美國(U.S.A.)

2018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Antibody
Biology and Engineering)

107/03/24-107/04/08 義大利(Italy)4

4 投稿摘要被大會接受並安排oral presentation 107/04/19-107/04/28 美國(U.S.A.)

107/06/02-107/06/09 南韓(Korea)

美國(U.S.A.)

4 受邀參加IUBMB研討會，擔任主持人及講者

4 參加3/17-23舉行的USCAP Annual Meeting 107/03/16-107/03/27 加拿大(Canada)

4
Viral, Host and 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of
Influenza Virus Transmission and Pathogenesis

107/01/06-107/01/14

參加USCAP國際會議 107/03/16-107/03/27 加拿大(Canada)4

4

發表AK4計畫研究之成果與國際學者討論了解
不同的關點與建議，另外學習病理相關之新研
究方法與新的癌症關點與病理研究學者的新的
研究報告。

107/03/16-107/03/27 加拿大(Canada)

赴以色列參加Cell-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Symposium: Next Gen Immunology國際
研討會。

107/02/06-107/02/15 以色列(Israel)4

107/01/24-107/01/29 美國(U.S.A.)4
此次開會內容為學習免疫療法最新進展以及治
療效果. 對於實驗室的研究重點,各種癌症以及
轉譯醫學發展可做更新型的研究設計以及策略

4
The 9th Japan-Taiwan Symposium on
Nanomedicine & Pacific Rim Nanomedicine
Symposium

107/01/24-107/01/27 日本(Japan)

4
2018年美國癌症研究協會年會(AACR Annual
Meeting 2018)

107/04/13-107/04/24 美國(U.S.A.)

107/04/15-107/04/22 菲律賓(Philippines)4

為響應新南向政策，促進菲律賓及台灣在生技
醫藥研究及教育上的合作，本計畫代表團應邀
至菲律賓大學舉辦中研院-菲律賓大學雙邊研
討會(Academia Sinica-UP Bilateral Workshop &
Symposium)本會議旨在提供㇐完整連貫之密集
訓練課程，使菲律賓大學以生醫研究為志向之
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得以接觸到最新穎之研
究方法，並了解研究成果如何應用在新藥開

4

為響應新南向政策，促進菲律賓及台灣在生技
醫藥研究及教育上的合作，本計畫代表團應邀
至菲律賓大學舉辦中研院-菲律賓大學雙邊研
討會(Academia Sinica-UP Bilateral Workshop &
Symposium)本會議旨在提供㇐完整連貫之密集
訓練課程，使菲律賓大學以生醫研究為志向之
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得以接觸到最新穎之研
究方法，並了解研究成果如何應用在新藥開

107/04/15-107/04/22 菲律賓(Philippines)



4 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發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健康雲跨領域研究計畫 歐亞美洲
4 健康雲跨領域研究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4 高階分析儀器的自研自製與自用計畫 美國
4 高階分析儀器的自研自製與自用計畫 歐洲

3 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發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3 健康雲跨領域研究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3 生技醫藥轉譯創新發展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3 生技醫藥轉譯創新發展計畫 歐美亞澳洲
3 生技醫藥轉譯創新發展計畫 美國
3 高階分析儀器的自研自製與自用計畫 美國
3 高階分析儀器的自研自製與自用計畫 美國

6
打造世界級蛋白質研發重鎮：開創次世代生技
產業 歐美亞澳非洲

7 與國外頂尖大學合作培訓博士後人員 美國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發計畫 歐美亞澳非洲

8 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發計畫 歐美亞洲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107年2月25日至3月1，出席於加拿大惠斯勒舉
行的【Antibodies as Drugs: Translating
Molecules into Treatments】

107/02/24-107/03/03 加拿大(Canada)4

7 前往日本Spring-8進行蛋白質晶體繞射實驗 107/02/06-107/02/10 日本(Japan)

赴日本大阪大學實驗、技術交流與合作 107/03/01-107/05/28 日本(Japan)7

7 前往日本Spring-8進行蛋白質晶體繞射實驗 107/02/06-107/02/10 日本(Japan)

前往日本Spring-8進行蛋白質晶體繞射實驗 107/02/06-107/02/10 日本(Japan)7

107/02/06-107/02/10 日本(Japan)7 前往日本Spring-8進行蛋白質晶體繞射實驗

受邀至美國蘋果電腦總部"Apple Infinite loop"
& "Apple Park"( Cupertino,CA,USA)參訪 107/05/05-107/05/16

加拿大(Canada) 美國
(U.S.A.)

3

美國(U.S.A.)4
參與EB2018年會發表研究成果與相關研究人
員討論與資料收集 107/04/19-107/05/01

4

Keystone conferenceKeystone研討會將作為促
進生物醫學和生命科學發展的催化劑，通過在
場所舉辦的會議和研討會將科學家內部和跨學
科聯繫起來，創造有利於信息交流的環境，產
生新思想和加速應用，造福社會

107/04/21-107/04/27 日本(Japan)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7 人文組年輕學者進修計畫 美國、歐洲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4
參加會議：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107/05/17-107/05/26 美國(U.S.A.)

法國(France)4
參加會議：The Web Conference 2018 發表論
文：Representation Learning for Sentiment
Lexicon Generation from User Reviews

107/04/17-107/04/30

4

1.參加會議：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Conference (WCNC) 3.發表論文：
Fog Micro Service Market: Promoting Fog
Computing using Free Market Mechanism

107/04/13-107/04/24 西班牙(Spain)

美國(U.S.A.)4

1.參加會議：第九屆後量子密碼學國際研討會
(PQCrypto 2018),發表論文 2.移地研究：順道參
與First PQC Standardization Conference以瞭解
甄選標準將更有利於參與標準的選拔。

107/04/07-107/04/15

參加會議：2018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SCAS) 發表論文：Joint
Enhancement and Denoising Method via
Sequential Decomposition

107/05/25-107/05/31 義大利(Italy)4

4
參加會議：Network and Distributed System
Security Symposium (NDSS), Workshop on Binary
Analysis Research (BAR) 發表論文

107/02/17-107/02/23 美國(U.S.A.)

參加會議：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AAI 2018) 發表論文 107/02/01-107/02/09 美國(U.S.A.)4

4
1.國家安全會議邀請行程，自107年3月4日至
107年3月8日 2.出國訪問：Kyoto University，
自107年3月8日至107年3月11日

107/03/04-107/03/11 日本(Japan)

參加會議：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AAI) 發表論文：Learning
Adaptive Hidden Layers for Mobile Gesture

107/01/31-107/02/12 美國(U.S.A.)4

4
參加會議：Thirty-Second 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發表論文 107/02/01-107/02/12 美國(U.S.A.)

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楊柏因研究員研究
團隊與PQCRYPTO團隊共同合作研究並執行歐
盟地平線2020架構計畫，外國合作計畫主持人
Prof. Tanja Lange邀請中研院研究團隊參加量子
密碼分析研發成果發表會發表最新研發成果及
臺歐盟國合計畫進度檢討會議報告目前研究進
度及討論未來研究合作規劃。本計畫主持人楊
柏因研究員受邀參加此會議以發表研發成果及

107/01/27-107/02/03 西班牙(Spain)4

4

出席新加坡大學舉辦之2018 Symposium on Big
Data Ethics會議，並發表論文Big Data and Its
Challenges to Data Protection Laws –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107/03/04-107/03/06 新加坡(Singapore)

調查東北亞與東南亞國家社會福祉的機制調查
，並做跨國的比較分析。預計有七國組成㇐個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Social Well-being
Studies in Asia。期能進行跨國、跨學科的研究

107/03/09-107/03/11 日本(Japan)7

4
參加「2018國際疾病監測年會」(ISDS 2018
Annual Conference)(含會前會)並發表論文。 107/01/29-107/02/04 美國(U.S.A.)



7 接受補助及委託計畫 歐亞美澳非

1.參加會議：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Conference 2018，發表論文。 2.參
加會議：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Engineering 2018，發表論文

107/04/04-107/04/21
西班牙(Spain) 法國
(France)

4

加拿大(Canada)4

1.參加會議：22nd Annual Museums and the
Web Conference (2018 MW) 2.參加會議：2018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2018 ICASSP)

107/04/17-107/04/22

107/02/03-107/02/14 美國(U.S.A.)3
出國訪問：美國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及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7
赴美國威斯康辛州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合作研究 107/03/30-107/04/10 美國(U.S.A.)

日本(Japan)7
至日本金澤大學進行移地研究，負責開發動態
生物認證機制之應用服務建置，並撰寫研究報
告及投稿至SCI期刊及國際知名之資安研討

107/02/09-107/03/23

7
至日本金澤大學洽談合作細節並簽署合作備忘
錄 107/02/09-107/02/13 日本(Japan)

日本(Japan)7
至日本金澤大學洽談合作細節並簽署合作備忘
錄 107/02/09-107/02/17

7
1.移地研究：前往大阪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
與Prof. Naoto Yanai洽談未來合作細節。 107/03/20-107/03/24 日本(Japan)

日本(Japan)7
至日本會津大學與Akihito Nakamura教授研究
團隊合作開發腦波鑑別系統，並針對所開發之
功能模組，進行效能優化調整。

107/03/28-107/04/25

7
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楊柏因研究員研究
團隊與PQCRYPTO團隊共同合作研究並執行歐
盟地平線2020架構計畫

107/04/18-107/04/21 比利時(Belgium)

日本(Japan)7
赴日本會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izu進行國際
合作研究 107/03/01-107/03/10

7
至日本金澤大學洽談合作細節並簽署合作備忘
錄 107/02/09-107/02/13 日本(Japan)

美國(U.S.A.)7
出國研究：美國巴爾的摩（美國約翰霍普金斯
大學），研究主題：惡意節點智慧電網的防護
技術研究

107/01/29-107/02/20

7
出國研究：美國巴爾的摩（美國約翰霍普金斯
大學），研究主題：惡意節點智慧電網的防護
技術研究

107/01/29-107/02/20 美國(U.S.A.)

美國(U.S.A.)7
出國研究：美國巴爾的摩（美國約翰霍普金斯
大學），研究主題：惡意節點智慧電網的防護
技術研究

107/01/29-107/02/20

7
移地研究：前往大阪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與
Prof. Naoto Yanai洽談未來合作細節。 107/03/20-107/03/24 日本(Japan)

西班牙(Spain)4

1.參加會議：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Conference (WCNC) 2.發表論文：
Motivating Content Sharing in Mobile Social
Network through Collective Bidding

107/04/14-107/04/19

4
參加會議：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 (ICC) 2018 發表論文 107/05/17-107/05/26 美國(U.S.A.)



主要係因(1)時間性差異 6,051,808元  (2)應付帳款少估 128,698元

參加會議：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 2018 發表論文 107/05/19-107/05/26 美國(U.S.A.)4

澳大利亞(Australia)4 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李德財老師 107/04/09-107/04/14

參加會議：2018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SCAS) 發表論文：Joint
Enhancement and Denoising Method via
Sequential Decomposition

107/05/25-107/05/31 義大利(Italy)4

加拿大(Canada)4

1.參與2018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會議 2.
發表論文：A NOVEL LSTM-BASED SPEECH
PREPROCESSOR FOR SPEAKER DIARIZATION IN
REALISTIC MISMATCH CONDITIONS

107/04/14-107/04/22



城市 服務單位(部門)及職稱 姓名

奧斯丁(Austin,
Texas)

物理研究所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張存均

盛樂文橫濱(Yokohama) 物理研究所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阿斯彭 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羅東昇

李定國里斯本(Lisbon)
物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所⾧(物
理研究所)

東京(Tokyo) 數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陳怡全

Princeton 數學研究所 研究員 鄭日新

京都(Kyoto) 數學研究所 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劉太平

東京(Tokyo) 數學研究所 研究副技師 林玉端

陳怡全東京(Tokyo) 數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Sacramento, CA
數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數學研究
所)

Charlottesville
數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所⾧(數
學研究所)

程舜仁

京都(Kyoto)
數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所⾧(數
學研究所)

程舜仁

林正洪

札格雷布(Zagreb)
數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數學研究
所)

林正洪

海德堡(Heidelberg) 數學研究所 研究員 謝銘倫

加爾各答(Kolkata) 數學研究所 研究員 黃啟瑞

大田(Daejon) 數學研究所 研究員 許健明

單位：新臺幣元

余家富京都(Kyoto) 數學研究所 研究員



芝加哥
(Chicago,Illinois)

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郭青齡

神戶(Kobe) 物理研究所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永井慧

芝加哥
(Chicago,Illinois)

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郭青齡

維也納(Vienna)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 教授 仲崇厚

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陳彥龍

張嘉升里斯本(Lisbon)
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物理研究
所)

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 杜其永

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林耿慧

邦加羅爾
(Bangalore) 新德里
(New Delhi)

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 胡進錕

沈介磐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葉佳唯

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物理研究所 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歐敏男

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 陳洋元

仲崇厚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 教授

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李偉立

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中央大學物理系 副教授 徐翰

江原道 物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李湘楠

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物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所⾧(物
理研究所)

李定國

東京(Tokyo)
物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所⾧(物
理研究所)

李定國

Texas)
物理研究所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張存均



井上優

茨城縣 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灰野禎
㇐

艾嘉恬伊茲密爾(Izmir) 物理研究所 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日內瓦(Geneva)
物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執行⾧(資訊科技創新
研究中心)

李世昌

林耿慧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山形縣(Yamagata)
仙台市(Sendai)

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 章文箴

李世昌日內瓦(Geneva)
物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執行⾧(資訊科技創新
研究中心)

紐約市(New
York,New York)

物理研究所 約聘助理 陳皇翰

王⾧海浦項 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東京(Tokyo) 物理研究所 特殊技能助理 鍾艾庭

侯書雲日內瓦(Geneva) 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

東京(Tokyo) 物理研究所 約聘助理 張民傑

吳茂昆東京(Tokyo) 物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東京(Tokyo) 物理研究所 約聘助理 李語婕

朱昱光茨城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研究生

日內瓦(Geneva) 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王嵩銘

謝佳諭日內瓦(Geneva) 物理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雅典(Athens) 物理研究所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林于？

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資訊服務處 助理設計師 李如蕙



吳佩珊京都(Kyoto) 大阪 化學研究所研究生（博士）

京都(Kyoto)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副研究員 陳璿宇

廖彥誠大阪(Osaka) 京都
(Kyoto)

化學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大阪(Osaka) 京都
(Kyoto)

化學研究所 特殊技能助理 林佩怡

陳玉如大阪(Osaka) 京都
(Kyoto)

化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所⾧(化學研究
所)

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李偉立

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 杜其永

順化 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 阮自強

德黑蘭(Tehran) 國立成功大學 副教授 侯文哲

德黑蘭(Tehran) 國立台灣大學 教授 童國倫

德黑蘭(Tehran) 國立台灣大學 學生 陳聖兵

德黑蘭(Tehran) 物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吳茂昆

茨城縣 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井上優
貴



陳玉如耶路撒冷
(Jerusalem)

化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所⾧(化學研究
所)

奧蘭多
(Orlando,Florida) 橡
樹嶺

化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郭俊宏

熊本(Kumamoto) 化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黃人則

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化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章為皓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化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瑞達

沖繩(Okinawa)
化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化學研究
所)

孫世勝

馬尼拉(Manila)
Quezon

化學研究所 研究員 許昭萍

新加坡(Singapore)
化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化學研究
所)

洪政雄

文圖拉 化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俞聖法

奧斯陸(Oslo)
Montpellier

化學研究所 研究員 許昭萍

京都(Kyoto) 化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陳誼如

京都(Kyoto) 化學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吳佩珊

張芸蒨大阪(Osaka) 京都
(Kyoto)

化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化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瑞達

吳佩珊京都(Kyoto) 大阪
(Osaka)

化學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名古屋(Nagoya)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中村友
輝

Matsue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研究員/兼副執行秘書
(學術諮詢總會)

吳素幸

新加坡(Singapore)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 副教授 卓爾婕

新加坡(Singapore)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系 助理教授 李昆展

曼谷(Bangkok)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陳柏仰

彭慧文名古屋(Nagoya)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名古屋(Nagoya)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嚴家俊

芝加哥
(Chicago,Illinois)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易玲輝

橫濱(Yokohama)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李宜靜

哥廷根(Gottingen) 化學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許育晟

奧蘭多
(Orlando,Florida) 橡
樹嶺

化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郭俊宏

京都(Kyoto)
化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所⾧(化學研究
所)

陳玉如



陳光超大阪(Osaka) 生物化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馬尼拉(Manila)
生物化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代理副所⾧(生
物化學研究所)

孟子青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生物化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陳怡昀

松江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林心仁

室蘭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金原和
江

室蘭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金原和
江

Saint-Malo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札幌(Sapporo) 東京
(Tokyo)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中村友
輝

Waterville Valley,
NH state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國際研究生 黃民妹

室蘭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金原和
江

李頂華

柏克萊(Brkeley,
California)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呂官杰

札幌(Sapporo) 東京
(Tokyo)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中村友
輝

Waterville Valley,
NH state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國際研究生 黃民妹



兵庫縣 生物化學研究所 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馬左仲

何孟樵波特蘭(Portland,
Oregon)

生物化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Quezon City 生物化學研究所 研究技師 黃開發

Quezon City 台北醫學大學 助理教授 許凱程

東京(Tokyo) 兵庫縣
(Hyogo) 神奈川縣
Kanagawa
Prefecture

生物化學研究所 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別所義
隆

Quezon City 生物化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周繼祺

兵庫縣(Hyogo) 神
戶(Kobe) Toyama
(富山) 神奈川縣
Kanagawa

生物化學研究所 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別所義
隆

Quezon City, 生物化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李政忠

Quezon City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副研究員 周家丞

吳昆峰新德里(New Delhi) 生物化學研究所 科技部研究學者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生物化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蔡明道

卓彼得新德里(New Delhi) 生物化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首爾(Seoul) 生物化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蔡明道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王國龍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張曉冉

黃開發兵庫縣(Hyogo) 生物化學研究所 研究技師

兵庫縣(Hyogo) 生物化學研究所 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別所義
隆

兵庫縣(Hyogo) 生物化學研究所 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別所義
隆

黃偉誠兵庫縣(Hyogo) 生物化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兵庫 生物化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王柏勛

兵庫縣 生物化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吳香儀

張堯凱兵庫縣(Hyogo) 生物化學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兵庫縣 生物化學研究所 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馬左仲

兵庫縣(Hyogo) 生物化學研究所 研究副技師 吳文晉

兵庫縣 生物化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谷思汀

兵庫縣光都 生物化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黃偉誠

兵庫縣 生物化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廖建豪

兵庫縣(Hyogo) 生物化學研究所 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別所義
隆

Grenoble 生物化學研究所 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馬左仲

Grenoble 生物化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谷思汀

兵庫 生物化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王柏勛



Tagaytay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黃柏壽

詹瑜璋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國立台灣大學 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 博士生 徐榮均

曼谷(Bangkok)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技師 陳宏宇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黃信樺

西雅圖
(Seattle,Washington
)

地球科學研究所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孫楊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台灣大學地質系 碩士研究生 田佳諭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柯博克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李建成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俞震甫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黃柏壽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國際研究生 阮公義

河內(Hanoi) 地球科學研究所 特殊技能助理 林家熙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暨研究所 博士生 古進上

奧斯丁(Austin,
Texas)

地球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譚諤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暨研究所 碩士生 黃棟邦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技師 陳宏宇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謝文斌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地球
科學研究所)

趙里

Orleans, Louisiana)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地球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黃梓殷

林大成Bremen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
究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地球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所
⾧(地球科學研究所)

鍾孫霖

Bremen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
中心 副研究員 尤柏森

李建成維也納(Vien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戚務正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戚務正

許雅儒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維也納(Vien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王國龍

Bremen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授 賴美津

黃文紀維也納(Vien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副技師

Baton Rouge 地球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梁茂昌

Offenburg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黃柏壽

黃文紀馬尼拉(Manila) 北
呂宋 南呂宋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副技師

維也納(Vien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亞歷山
卓

馬尼拉(Manila) 北
呂宋 南呂宋 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博士生 古進上

陳采薇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台灣大學地質系 碩士研究生

Tagaytay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黃柏壽



雅加達(Jakarta)
地球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所
⾧(地球科學研究所)

鍾孫霖

曼谷(Bangkok) 地球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彭君能

雅加達(Jakarta) 地球科學研究所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孫楊

馬尼拉(Manila) 北
呂宋 地球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唐啟賢

馬尼拉(Manila) 北
呂宋 地球科學研究所 特殊性約聘技術人員 蘇宣翰

馬尼拉(Manila) 西
呂宋島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技師 陳宏宇

東京(Tokyo)
地球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所
⾧(地球科學研究所)

鍾孫霖

馬尼拉(Manila) 北
呂宋 南呂宋 地球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李炘旻

札幌(Sapporo) 地球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蔡米飛

吉隆坡(Kuala
Lumpur)

地球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所
⾧(地球科學研究所)

鍾孫霖

釜山(Pusan)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副技師 林慶仁

釜山(Pusan) 地球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林豐盛

仰光(Rangoon)
地球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所
⾧(地球科學研究所)

鍾孫霖

沙巴(Kota Kinabalu
Sabah)

TIGP 博士研究生
Rezal
Bin
Rehmat

仰光(Rangoon) 地球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陳嘉蕙

索羅門群島
(Solomon Islands)

地球科學研究所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郭昱廷

陳宏宇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技師

千葉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李建成



蘇黎卡爾加利(Calgary) 資訊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蘇黎世(Zurich)
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資訊室主任
(資訊科學研究所)

王柏堯

張原豪濟州(Cheju) 資訊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林彥宇

陳彥霖台夫特 資訊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蘇黎世(Zurich) 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楊柏因

楊得年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楊得年

賴青沂Delft 資訊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福岡(Fukuoka) 仙台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技師 飯塚義
之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地球科學研究所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高春春

陳俊德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地球科學研究所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羅翊菁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技師(博) 林欽仁

名古屋(Nagoya) 東
京(Tokyo)

台大地質系 博士研究生 林建偉

聖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05/01-
10/31) 莫斯科

地球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王國龍

河內(Hanoi) 地球科學研究所 特殊技能助理 林家熙

⾧(地球科學研究所)



許揚名古屋(Nagoya) 資訊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布魯塞爾(Brussels) 資訊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謝宗育

卡爾加利(Calgary)
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資訊
科學研究所)

王新民

林仲彥橫濱(Yokohama) 資訊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迪本多夫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研究員 龍世俊

宮崎(Miyazaki) 資訊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名古屋(Nagoya) 資訊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許揚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資訊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王人弘

徐朝駿

台拉維夫(Tel Aviv) 資訊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廖俊杰

卡爾加利(Calgary) 資訊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羅尹駿

宮崎(Miyazaki) 資訊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施悅音

宮崎(Miyazaki) 資訊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陳紀嫣

千葉 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中心副主任(資訊科技
創新研究中心)

呂俊賢

卡爾加利(Calgary) 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周佑昇

邁阿密
(Miami,Florida)

資訊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詹益銘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楊得年

陳郁方
塞薩羅尼基
(Thessaloniki) 布爾
諾(Brno)

資訊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沖繩(Okinawa) 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何建明



趙麗洋都伯林(Dublin)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研究副技師 陳煥源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Davis, CA

沈志陽德罕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芝加哥
(Chicago,Illinoi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李德章

京都(Kyoto)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柯泰名

羅傅倫耶路撒冷
(Jerusalem)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奧蘭多
(Orlando,Florida)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
代理副院⾧(院本部)

劉扶東

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李小媛

楊世斌Coronado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楊瑞彬

芝加哥
(Chicago,Illinoi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陶秘華

張久瑗芝加哥
(Chicago,Illinoi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蘇黎世(Zurich) 資訊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蔡明憲

卡爾加利(Calgary)
資訊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執
行⾧(資訊科學研究所)

廖弘源

許揚名古屋(Nagoya) 資訊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馬尼拉(Manila)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高橋開
人

橫濱(Yokohama)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謝佳龍

馬尼拉(Manila)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郭哲來

杜拜(Dubai)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汪治平

Barga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郭哲來

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張大釗

吉隆坡(Kuala
Lumpur)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汪治平

首爾(Seoul)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黃信誠

巴黎(Paris) 統計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黃顯貴

東京(Tokyo)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陳素雲

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統計
科學研究所)

杜憶萍

楊欣洲橫濱(Yokohama)
統計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副研究員兼資訊室
主任(統計科學研究所)

三亞(Sanya)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黃信誠

蒙特婁(Montreal)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陳立綸

劉扶東奧蘭多
(Orlando,Florida)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
代理副院⾧(院本部)

里爾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張敬邦

橫濱(Yokohama)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陳曦



Barga
分子生物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兼執行秘書(學術
諮詢總會)

孫以瀚

分子生物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所
⾧(分子生物研究所)

鄭淑珍海得拉巴
(Hyderabad)

海得拉巴
(Hyderabad)

分子生物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奈杜

Troia 分子生物研究所 約聘助理 夏宣瑜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分子生物研究所 約聘助理 許真瑋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分子生物研究所 約聘助理 王嚴瑋

東京(Tokyo) 分子生物研究所 助研究員 陳俊安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分子生物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袁小琀

里斯本(Lisbon) 分子生物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賴明宗

Rehovot 分子生物研究所 助研究員 陳俊安

波士頓
(Boston,Massachus
eetts)

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助技師(博) 周祐吉

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分子生物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分子
生物研究所)

蕭傳鐙

Tahoe City 分子生物研究所 約聘助理 蔡季航

弗拉格斯塔夫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
員兼所⾧(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陳貴賢



松山(Matsuyama)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鳥羽儀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林征發

劍橋
(Cambridge,Massac
husetts) 胡志明市
(Ho Chi Minh City)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賀曾樸

蘇黎世(Zurich)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高培邁

朱有花班堡(Bamberg) 慕
尼黑(Munich)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
員兼所⾧(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班堡(Bamberg) 慕
尼黑(Munich)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生（碩士） 歐柏昇

奧拉克爾(Oracle,
Arizona)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謝天日
告

石悅首爾(Seoul)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塞斯托(Sesto)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潘璽安

塞斯托(Sesto)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林俐暉

奧村哲
平

千葉(Chiba) 柏市
(Kashiwa)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首爾(Seoul)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戴維莎

波德(Boulder,
Colorado)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
者 莫瑞達

賀曾樸首爾(Seoul)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慕尼黑(Munich)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技師 黃耀德

慕尼黑(Munich)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特殊性約聘技術人員 章朝盛

康逸雲首爾(Seoul)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

首爾(Seoul)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范伯承

首爾(Seoul)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華索霏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約聘助理 許書輔

東京(Tokyo)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崔浩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周瞿毅

劍橋
(Cambridge,Massac
husetts) 夏威夷州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賀曾樸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 松下聰
樹

格陵蘭(Greenland)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約聘助理 游晨佑

薛倫斯維爾
(Charlottesville)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技師 黃耀德

慕尼黑(Munich)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 平下博
之

帕莎蒂娜
(Pasadena,
California)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王祥宇

筑波(Tsukuba)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 平下博
之

大阪(Osaka) 廣島
(Hiroshima) 京都
(Kyoto)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青山尚
平

胡志明市(Ho Chi
Minh City)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辜品高

格陵蘭(Greenland)
加興(Garching)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松下聰
樹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王為豪

波士頓
(Boston,Massachus
eetts)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羅文斌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國立中山大學 協同研究人員(大學生) 錢玟澤

大阪(Osaka)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 平野尚
美

京都(Kyoto)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奧村哲
平

聖地牙哥(Santiago)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崔浩

松山(Matsuyama)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鳥羽儀
樹



曼谷(Bangkok) 歷史語言研究所 約聘助理 林宜柔

曼谷(Bangkok) 歷史語言研究所 約聘助理 侯名晏

賴萱珮曼谷(Bangkok) 歷史語言研究所 約聘助理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歷史語言研究所 助研究員 陳韻如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歷史語言研究所 助研究員 李仁淵

Keystone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特殊技能助理 郭恬

戴維斯(Davis,
California)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助研究員 陳荷明

Bristol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研究技師 林崇熙

格陵蘭(Greenland)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小山翔
子

格陵蘭(Greenland)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副技師 韓之強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約聘助理 黃炳杰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王祥宇

Hawaii)



沙巴(Kota Kinabalu
Sabah) 山打根 民族學研究所 助理 陳彥楷

奧斯丁(Austin,
Texas)

民族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館主任(民族學
研究所)

劉斐玟

札幌(Sapporo)
民族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館主任(民族學
研究所)

馮涵棣

Vitoria-Gasteiz 民族學研究所 研究員 余舜德

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民族學研究所 研究員 葉光輝

沙巴(Kota Kinabalu
Sabah) 山打根 民族學研究所 助理 吳君儀

沙巴(Kota Kinabalu
Sabah) 山打根 民族學研究所 研究員 黃宣衛

沙巴(Kota Kinabalu
Sabah) 山打根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教授兼客家文化
學院院⾧ 張維安

東京(Tokyo) 仙台

東京(Tokyo) 仙台 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祝平㇐

東京(Tokyo) 歷史語言研究所 助研究員 巫毓荃

千葉縣 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歷史
語言研究所)

陳光祖

祝平㇐

福岡(Fukuoka) 歷史語言研究所 副研究員 內田純
子

許凱翔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歷史語言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名古屋(Nagoya) 經濟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施秀靜

new castle 經濟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秘書⾧(秘書處) 彭信坤

多倫多(Toronto) 經濟研究所 助研究員 楊子霆

Tagaytay 國立台灣大學 專案計畫助理研究員 柯凱元

費城
(Philadelphia,Penns
ylvania)

經濟研究所 研究員 陳明郎

賴毓芝
Leiden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佛羅
倫斯(Florence)

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約克(York) 倫敦
(London)

近代史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黃相輔

賴毓芝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近代史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康豹

馬尼拉(Manila) 民族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楊淑媛

奈良(Nara) 民族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黃約伯

仰光(Rangoon) 民族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呂心純

沙巴(Kota Kinabalu
Sabah) 山打根 民族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吳佩瑾

Sabah) 山打根



宋燕輝倫敦(London) 歐美研究所 研究員

首爾(Seoul) 歐美研究所 助研究員 周序樺

格拉茲(Graz) 歐美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李有成

京都(Kyoto) 歐美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李有成

陳湘韻巴黎(Paris) 歐美研究所 助研究員

倫敦(London) 歐美研究所 助研究員 周序樺

周序樺京都(Kyoto) 歐美研究所 助研究員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歐美研究所 助研究員 韋奇宏

格拉茲(Graz) 歐美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單德興

柏克萊(Brkeley,
California) 史丹佛
(Stanford,California)

歐美研究所 研究員 宋燕輝

吳建輝多倫多(Toronto) 歐美研究所 副研究員

墨西哥城(Mexico
City)

歐美研究所 研究員 黃敏雄

周序樺倫敦(London) 歐美研究所 助研究員

新瀉(Niigata) 經濟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賴景昌



劉士永京都(Kyoto) 台灣史研究所 研究員

仙台 東京(Tokyo)
台灣史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所⾧
(台灣史研究所)

許雪姬

仙台 東京(Tokyo) 陽明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兼任助理教授 王敬翔

仙台 東京(Tokyo)
台灣史研究所 研究副技師/研究副技師兼館主
任(台灣史研究所)

王麗蕉

陳培豐東京(Tokyo) 台灣史研究所 研究員

仙台 東京(Tokyo)
台灣史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所⾧
(台灣史研究所)

許雪姬

仙台 東京(Tokyo) 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陳相因

東京(Tokyo) 京都
(Kyoto)

中國文哲研究所 助研究員 張文朝

狄戎（Dijon） 里
昂(Lyon)

中國文哲研究所 研究員 黃冠閔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劉瓊云

何建興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中國文哲研究所 助研究員 雷之波

柏克萊(Brkeley,
California) 史丹佛
(Stanford,California)

歐美研究所 研究員 宋燕輝



廖培珊瓜達拉哈拉
(Guadalajara)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瓜達拉哈拉
(Guadalajara)

社會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林宗弘

蘇黎世(Zurich) 社會學研究所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廖美

丹佛
(Denver,Colorado)

社會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鄭雁馨

東京(Tokyo)
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社會學
研究所)

吳齊殷

威斯康辛麥迪遜 社會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黃庭康

柏克萊(Brkeley,
California)

社會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吳介民

史丹佛
(Stanford,California)

台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副研究員兼副所⾧(台
灣史研究所)

張隆志

張隆志史丹佛
(Stanford,California)

台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副研究員兼副所⾧(台
灣史研究所)

匹茲堡 台灣史研究所 研究員 劉士永

匹茲堡 台灣史研究所 研究員 劉士永



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張書維

李澤昂Monterey 化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聖荷西(San
Jose,California)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高于媝

千葉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傅洛夫

傅洛夫杜拜(Dubai)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新加坡(Singapore)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學者 湯為淳

新加坡(Singapore)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陳培菱

洪舒涵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生（碩士）

神戶(Kobe)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董奕鍾

新加坡(Singapore)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學者 傅柏翰

陳培菱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首爾(Seoul) 社會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謝斐宇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社會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蕭新煌

蕭新煌東京(Tokyo) 社會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馬瑞歡香港(Hong Kong)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生（博士）

芝加哥
(Chicago,Illinois) 威
斯康辛州密爾瓦基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研究員兼執行⾧(應
用科學研究中心)

林榮信

耶路撒冷
(Jerusalem) 德勒斯
登(Dresden)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關肇正

郭瓊雯神戶(Kobe)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科技部研究學者

海參崴
(Vladivostok)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傅洛夫

鳳凰城
(Phoenix,Arizona)
帕莎蒂娜
(Pasadena,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助研究員 呂宥蓉

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學者 謝啟迪

佩魯賈(Perugia)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陳培菱

關肇正
耶路撒冷
(Jerusalem) 德勒斯
登(Dresden)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郭志禹

聖荷西(San
Jose,California)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程育人

林榮信
芝加哥
(Chicago,Illinois) 威
斯康辛州密爾瓦基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研究員兼執行⾧(應
用科學研究中心)

歐魯旦尼斯
(Oludeniz)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員 張亞中

Monterey 化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柯秉良

張亞中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員

新加坡(Singapore)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約聘助理 李柏逸



安馬瑞Walnut Creek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研究生（博士）

休士頓
(Houston,Texas) 芝
加哥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員 李文雄

札幌(Sapporo)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學者 施廷翰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約聘助理 柯智仁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馬德
里(Madrid)

漢堡(Hamburg) 波
昂(Bonn) Potsdam
台拉維夫(Tel Aviv)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
副主任(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許晃雄

Potsdam 漢堡
(Hamburg) 波昂
(Bonn)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助研究員 李威良

洛恩市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助研究員 李威良

Lorne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研究助技師(博) 許乾忠

何東垣波特蘭(Portland,
Oregon)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研究員

芝加哥
(Chicago,Illinois)

政治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鮑彤

芝加哥
(Chicago,Illinois)

政治學研究所 研究員/處⾧(秘書處) 吳重禮

Madison, Wisconsin 政治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吳文欽

可倫坡(Colombo)
政治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副研究員兼副所⾧(政
治學研究所)

吳親恩



奎松市(Quezon
City)

基因體研究中心 約聘助理 王秉慧

班夫(Banff) 舊金山
(San
Francisco,California)

基因體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主
任(基因體研究中心)

洪上程

奎松市(Quezon
City)

基因體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學者 翁宜君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副技師 楊文彬

Würzburg 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技師 鄭婷仁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技師 毛溪山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研究員 湯森林

野澤洋
耕普吉(Phuket)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約聘助理 江培汶

野澤洋
耕

曼谷(Bangkok) 芭達
雅(Pattaya)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奧斯丁(Austin,
Texas)

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員/研究員兼執行⾧(基因
體研究中心)

林國儀

Lucca 基因體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陳韻如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生（博士） 邱勤

溫哥華
(Vancouver)(10/16-
04/30)

基因體研究中心 約聘助理

首爾(Seoul)
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員/研究員兼執行⾧(基因
體研究中心)

林國儀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員 吳宗益

蔡幸芳

溫哥華
(Vancouver)(10/16-
04/30)

基因體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學者 張偉民

溫哥華
(Vancouver)(10/16-
04/30)

基因體研究中心 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學者 賴宗慶

Rehovot
基因體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副研究員兼中心副
主任(基因體研究中心)

沈家寧

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基因體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學者 張御展

沈家寧神戶(Kobe)
基因體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副研究員兼中心副
主任(基因體研究中心)

芝加哥
(Chicago,Illinois)

基因體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執
行⾧(基因體研究中心)

梁銘

奎松市(Quezon
City)

台北醫學大學 協同研究人員 王皓青

張欣暘奎松市(Quezon
City)

中山大學 協同研究人員



惠斯勒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 李昌駿

兵庫縣-相生 基因體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學者 李易珊

大阪(Osaka) 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生（博士） 邱莉婷

兵庫縣-相生 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生（博士） 林冠宏

兵庫縣-相生 基因體研究中心 約聘助理 黃春滿

兵庫縣-相生 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生（博士） 許甯翔

班夫(Banff) 舊金山
(San
Francisco,California)

基因體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兼主
任(基因體研究中心)

洪上程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中國醫藥大學老化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學生 田佳平

陳韻如京都(Kyoto) 基因體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張佑榕堪薩斯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助研究員

里昂(Lyon)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約聘助理 范綱峻

洪逸瑄巴塞隆納
(Barcelona)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約聘助理

Fort Lauderdale 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楊柏因

佛羅倫斯(Florence)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鄭文皇

聖地牙哥(San
Diego,California)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大學生 許晉嘉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副研究員代
理副主任(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修丕承

東京(Tokyo) 京都
(Kyoto)

資訊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李德財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約聘助理 胡定貴

紐奧良(New
Orleans, Louisiana)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約聘助理 董皓文

特內里費島 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楊柏因

邱文聰新加坡(Singapore) 法律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東京(Tokyo)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研究員兼執行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蔡明璋

詹大千奧蘭多
(Orlando,Florida)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副研究員兼
館主任(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巴塞隆納
(Barcelona) 巴黎
(Paris)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助研究員 王志宇

溫哥華
(Vancouver)(10/16-
04/30) 卡爾加利
(Calgary)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鄭文皇

Fairfax 洛杉磯(Los
Angeles,California)

國立臺灣大學 代理校⾧/學術副校⾧ 郭大維

沈上翔Madison 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助理教授

金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中心
助理 范雋彥

左瑞麟金澤 政治大學資訊科學學系 副教授

金澤 銘傳大學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副教授 羅嘉寧

左瑞麟大阪(Osaka)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學系 副教授

福島(Fukushima) 國立東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生 駱立軒

楊柏因Leuven 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福島(Fukushima) 國立東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葉國暉

羅乃維金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教授

巴爾的摩
(Baltimore,Marylan
d)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大學生 劉治硯

李鈺傑
巴爾的摩
(Baltimore,Marylan
d)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生

巴爾的摩
(Baltimore,Marylan
d)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系 助理教授 黃琴雅

羅嘉寧大阪(Osaka) 銘傳大學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副教授

巴塞隆納
(Barcelona)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研究生（博士） 奧菲利

張佑榕堪薩斯
(Kansas,Missouri)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助研究員



堪薩斯
(Kansas,Missouri)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助研究員 王志宇

坎培拉(Canberra)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教授 李育杰

佛羅倫斯(Florence)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鄭文皇

卡爾加利(Calgary) 語言學研究所 約聘助理 呂淯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