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年～105年非科技部計畫(依執行期限 105.11.16) 

序號 合作單位 計畫名稱 主持人 執行單位 執行期限 

1 教育部 教育部「安全上網與資訊素養」

推廣計畫 

周倩  教育研究所  98.11.5~100.1.4 

2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 

臺北市補助大學都市規劃設計國

際交流合作計畫 

林欽榮  建築研究所  99.4.8~100.1.6 

3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兩岸廣電媒體交流合作形式與未

來趨勢之研究 

郭良文  傳播研究所  99.8.16~100.4.30 

4 財團法人聯新文教基

金會 

尼泊爾義築－人道建築計劃 龔書章  建築研究所  100.5.16~100.12.15 

5 教育部 2011 年傳播與科技研討會 李秀珠  傳播研究所  100.8.1~100.12.31 

6 報名費收入 2011 互動經驗設計與數典服務應

用學術研討會 

李峻德  傳播研究所  100.8.1~101.2.29 

7 教育部 教育部「安全上網與資訊素養」

推廣計畫 

周倩  教育研究所  100.5.19~101.5.18 

8 教育部 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先

期規劃 

周倩  教育研究所  100.12.1~102.3.31 

9 中央研究院 2011 台灣音樂學論壇 高雅俐  音樂研究所  100.8.1~100.12.31 

10 科技部 第四屆當代女性書寫國際研討會 馮品佳  外國語文學

系  

101.1.1~101.9.30 

11 教育部 第四屆當代女性書寫國際研討會 馮品佳  外國語文學

系  

101.7.1~101.8.31 

12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

心 

101 年度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

計畫-桐花戀人改造計畫(與編號

101C530 共同執行) 

莊明振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1.5.5~101.10.4 

13 神奇興業有限公司 101 年度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

計畫-桐花戀人改造計畫(與編號

101C531 共同執行) 

莊明振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1.5.5~101.10.4 

14 財團法人聯新文教基

金會 

尼泊爾義築－人道建築計劃（第

二階段） 

龔書章  建築研究所  101.1.1~101.8.31 

15 教育部 教育部「安全上網與資訊倫理」

推廣計畫 

周倩  教育研究所  101.5.31~102.5.30 

16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 

迴盪的迷宮 董昭民  音樂研究所  101.4.1~101.11.30 

17 亞際書院有限公司 亞洲現代思想計畫 陳光興  社會與文化

研究所  

101.8.1~103.7.31 

18 科技部 「馬克思主義在東亞」工作坊 劉紀蕙  社會與文化

研究所  

101.6.7~101.6.9 

19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 102 年度落實教育實

習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周倩  師資培育中

心  

102.2.1~102.11.30 

20 教育部 102 年交通大學實踐史懷哲精神 周倩  師資培育中 102.5.1~102.9.30 



教育服務計畫 心  

21 教育部 102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劉奕蘭  師資培育中

心  

102.2.1~102.12.31 

22 財團法人蔣經國國際

學術交流基金會 

展望 21 世紀華語電影:臺灣論壇 林建國  外國語文學

系  

102.7.1~103.6.30 

23 科技部 展望 21 世紀華語電影：臺灣論

壇 

林建國  外國語文學

系  

102.12.16~103.2.18 

24 教育部 ｢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

畫｣先期規劃計畫 

馮品佳  外國語文學

系  

102.10.1~103.3.31 

25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 

體驗互動展示規劃 謝啟民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2.9.1~102.12.31 

26 王銘鴻聯合建築師事

務所 

以參數化方法進行建築立面系統

之創新設計研究 

侯君昊  建築研究所  102.8.1~103.9.30 

27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

研究中心 

『富貴角環境觀測站』研究及規

劃案 

龔書章  建築研究所  102.11.15~104.5.31 

28 文化部 2013 年傳播與科技研討會 李秀珠  傳播研究所  102.10.24~102.10.24 

29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3 年傳播與科技研討會 李秀珠  傳播研究所  102.10.24~102.10.24 

30 教育部 102 年度「臺灣學術倫理教育推

廣資源中心子計畫」辦公室 

陳昭秀  教育研究所  102.8.1~103.3.31 

31 教育部 安全上網與資訊倫理推廣計畫 陳昭秀  教育研究所  102.7.10~103.9.9 

32 教育部 103 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實施計畫 

劉奕蘭  師資培育中

心  

103.2.1~103.11.30 

33 教育部 103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

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103

年交通大學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

服務計畫 

劉奕蘭  師資培育中

心  

103.5.1~103.9.30 

34 教育部 103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劉奕蘭  師資培育中

心  

103.1.1~104.7.31 

35 舉辦研習營之自籌報

名費 

「未來概念汽車設計暨專業繪畫

實作研習營」 

林銘煌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3.4.28~103.5.2 

36 財團法人當代藝術基

金會 

研擬籌設新美術館規劃研究案 龔書章  建築研究所  103.3.10~103.11.10 

37 財團法人薛伯輝基金

會 

「伯利恆早療暨融合教育中心」

研究及規劃案 

龔書章  建築研究所  103.11.1~104.7.1 

38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4 年傳播與科技研討會 李秀珠  傳播研究所  103.10.16~103.10.17 

39 文化部 2014 年傳播與科技研討會 李秀珠  傳播研究所  103.10.16~103.10.17 

40 教育部 103 年度臺灣學術倫理教育中心

網站建置及維運計畫 

孫之元  教育研究所  103.6.24~104.3.31 

41 教育部 103 年度數位教材製作計畫 陳昭秀  教育研究所  103.4.1~104.3.31 

42 教育部 安全上網與資訊倫理推廣計畫 陳昭秀  教育研究所  103.9.16~104.12.15 



4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 

IACSS 暑期班：當代亞洲思想導

論 

陳光興  社會與文化

研究所  

103.7.1~103.7.15 

44 教育部 104 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實施計畫 

劉奕蘭  師資培育中

心  

104.2.1~105.1.31 

45 教育部 104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

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104

年交通大學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

服務計畫 

劉奕蘭  師資培育中

心  

104.6.1~104.9.30 

46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 

推動原住民族知識發展創意經濟

計畫-先期規劃計畫 

林銘煌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4.1.1~104.4.30 

47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 

委託-超輕薄可捲曲技術應用設計 林銘煌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4.5.20~104.7.15 

48 新竹市文化局 「2015 感恩季系列活動-聖誕裝

置藝術」 

賴雯淑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4.11.11~104.12.11 

49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 

臺中市城中城文化創意計畫委託

專業服務案 

曾成德  建築研究所  104.12.3~105.9.30 

50 教育部 104 年度「臺灣學術倫理學術倫

理教育中心網站建置及維運計

畫」 

孫之元  教育研究所  104.4.1~105.3.31 

51 教育部 104 年度「數位教材製作計畫」 陳昭秀  教育研究所  104.4.1~105.3.31 

52 科技部 第 11 屆國際電腦音樂與音訊技

術研討會 

董昭民  音樂研究所  104.11.27~104.11.29 

53 教育部 教育部優秀外國青年來臺短期蹲

點試辦計畫－『亞際文化研究全

球網絡』 

劉紀蕙  社會與文化

研究所  

104.4.1~105.1.31 

54 科技部 「政治主體－主體政治」：第二屆

兩岸社會批判理論論壇 

劉紀蕙  社會與文化

研究所  

104.11.20~104.11.22 

55 教育部 105 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實施計畫 

劉奕蘭  師資培育中

心  

105.2.1~106.1.31 

56 教育部 105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

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劉奕蘭  師資培育中

心  

105.6.1~105.9.30 

57 科技部 第二十四屆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 

辜崇豪  外國語文學

系  

105.6.1~105.12.29 

58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 

「紓壓場域服務設計」之體驗/空

間/裝置/介面設計、監造與整合

測試。 

林銘煌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4.12.21~105.7.20 

59 台灣艾特維股份有限

公司 

iclean2 空氣清淨機 airbox 空氣

感測器外觀設計 

林銘煌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5.1.25~105.3.31 

60 教育部 「2016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

究成果研討會暨智慧交通設計工

作營」 

鄧建國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5.5.1~105.5.7 



61 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

發展基金會 

「2016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

究成果研討會暨智慧交通設計工

作營」 

鄧建國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5.5.1~105.5.7 

62 納智捷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

究成果研討會暨智慧交通設計工

作營」 

鄧建國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5.5.1~105.5.7 

63 正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

究成果研討會暨智慧交通設計工

作營」 

鄧建國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5.5.1~105.5.7 

64 成群傑 「2016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

究成果研討會暨智慧交通設計工

作營」 

鄧建國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5.5.1~105.5.7 

65 工作營註冊費 「2016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

究成果研討會暨智慧交通設計工

作營」 

鄧建國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5.5.1~105.5.7 

66 研討會現場繳款 「2016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

究成果研討會暨智慧交通設計工

作營」 

鄧建國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5.5.1~105.5.7 

67 研討會註冊費 「2016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

究成果研討會暨智慧交通設計工

作營」 

鄧建國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5.5.1~105.5.7 

68 教育部 大學以社教機構為基地之數位人

文計畫 ─ 生命之樹：雲端種樹

計劃 

賴雯淑  應用藝術研

究所  

105.8.1~106.8.31 

69 教育部 105 年至 108 年美感教育課程推

廣計畫-核心規劃小組實務工作計

畫 

曾成德  建築研究所  105.7.1~108.6.30 

70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 

全球創新研發、創業育成中心建

築規畫設計之探討及分析研究案 

龔書章  建築研究所  105.3.14~105.6.13 

71 精營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 

新竹市將軍村圖書館園區整體發

展規劃可行性評估委託專業服務

案 

龔書章  建築研究所  105.4.26~105.10.31 

72 泰和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 

「泰和農場植物保種中心博覽園

區」研究及規劃案 

龔書章  建築研究所  105.6.1~106.3.31 

73 教育部 中小學資訊素養與倫理推廣計畫 周倩  教育研究所  105.4.21~106.11.20 

74 教育部 105 年度「臺灣學術倫理教育中

心網站建置及維運計畫」 

孫之元  教育研究所  105.4.1~106.4.30 

75 教育部 105 年度「數位教材製作計畫」 陳昭秀  教育研究所  105.4.1~106.4.30 

76 教育部 105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

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集計

林淑芬  社會與文化

研究所  

105.8.1~106.7.31 



畫：建構國家利益：敘述福克蘭

危機 

77 教育部 教育部優秀外國青年來臺短期蹲

點計畫-亞際文化研究全球網絡 

劉紀蕙  社會與文化

研究所  

105.2.1~106.1.31 

78 教育部 105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

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集計

畫：捕捉歷史：論班雅明的歷史

感 

劉紀蕙  社會與文化

研究所  

105.8.1~106.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