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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定捐贈精誠資訊講座經費 (4)開會 姓名：資管系教授盧希鵬;事由：前往中國北京市海定

區參加論壇會議;出國日：106/12/25~106/12/27姓

名：資管系教授盧希鵬;事由：前往中國北京市海定區

參加論壇會議;出國日：106/12/25~106/12/27{107-

F107D03Z0002}

18,019.00

2
EMBA專款 (8)實習 張光第副教授106-2EMBA海外企業研習(東京)周子銓教

授MBA海外企業研習(成都){107-T107D06Z0007}

38,032.00

3
EMBA專款 (8)實習 柯佩螢出差成都MBA海外研習柯佩螢出差成都MBA海外

研習{107-T107D00Z0004}

38,032.00

4

99AA6577.張大鵬老師建教

結餘款

(4)開會 姓名：張大鵬;事由：前往大陸浙江省杭州市錢塘江大

橋參予通車80周年紀念活動;出國日：

106/09/24~106/09/27姓名：張大鵬;事由：前往大陸

浙江省杭州市錢塘江大橋參予通車80周年紀念活動;出

國日：106/09/24~106/09/27{107-A107B04Z0007}

32,717.00

5

機械產字801研發產字6966

號

(4)開會 姓名：鄭正元;事由：因執行計畫所需，至廣東東莞代

表參加增材製造領域發展研討會;出國日：

106/12/19~106/12/20姓名：鄭正元;事由：因執行計

畫所需，至廣東東莞代表參加增材製造領域發展研討

會;出國日：106/12/19~106/12/20{107-

26,330.00

6

99AA6577.張大鵬老師建教

結餘款

(4)開會 姓名：張大鵬;事由：前往四川成都參加第五屆海峽兩

岸土木與防災跨領域整合學術研討會;出國日：

106/10/29~106/11/05姓名：張大鵬;事由：前往四川

成都參加第五屆海峽兩岸土木與防災跨領域整合學術

研討會;出國日：106/10/29~106/11/05{107-

59,619.0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107年1月至1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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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電機產字644研發產字7024

號

(4)開會 姓名：電機系共同主持人陳輔賢博士;事由：至香港參

加ICAEE 2017國際會議;出國日：

106/10/27~106/10/30姓名：電機系共同主持人陳輔賢

博士;事由：至香港參加ICAEE 2017國際會議;出國

日：106/10/27~106/10/30{107-A107C01Z0024}

35,279.00

8

晶創產字027研發產字7479

號

(4)開會 姓名：陳炤彰;事由：陳炤彰教授11/7-11/ 8受邀赴東

莞參訪晶美公司11/9-11/12赴中國重慶參與兩峽兩岸

磨粒加工研討會;出國日：106/11/07~106/11/12姓

名：陳炤彰;事由：陳炤彰教授11/7-11/ 8受邀赴東莞

參訪晶美公司11/9-11/12赴中國重慶參與兩峽兩岸磨

粒加工研討會;出國日：106/11/07~106/11/12{107-

A107B08Z0005}

3,168.00

9

產營產字082研發產字7239

號

(9)業務洽

談
姓名：產學營運處潘亮如專任助理;事由：至上海與本

校教師一同與會暨拓展本校產學合作;出國日：

107/01/19~107/01/21姓名：產學營運處潘亮如專任助

理;事由：至上海與本校教師一同與會暨拓展本校產學

合作;出國日：107/01/19~107/01/21{107-

A107A71Z0007}

19,701.00

10

生態產字0121研發產字5922

號

(7)研究 姓名：陳志南;事由：中國東北現地地質參訪及岩石物

理性質、熱及力學特性資料收集彙整，提供本三年期

計畫總結報告撰寫使用。;出國日：

106/10/11~106/10/22姓名：陳志南;事由：中國東北

現地地質參訪及岩石物理性質、熱及力學特性資料收

集彙整，提供本三年期計畫總結報告撰寫使用。;出國

日：106/10/11~106/10/22{107-A107A04Z0001}

96,678.00

11

99AA6679-1.郭重顯老師建

教結餘

(9)業務洽

談
姓名：郭重顯;事由：受邀參訪上海台商英業達公司;

出國日：107/01/19~107/01/21姓名：郭重顯;事由：

受邀參訪上海台商英業達公司;出國日：

107/01/19~107/01/21{107-A107C01Z0060}

4,7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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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電子產字541研發產字7018

號

(4)開會 姓名：許富喬;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電子工程系博士

生許富喬同學出席第43屆IEEE工業電子學會年會;出國

日：106/10/28~106/11/04姓名：許富喬;事由：科技

部補助本校電子工程系博士生許富喬同學出席第43屆

IEEE工業電子學會年會;出國日：

106/10/28~106/11/04{106-A106C02Z0485}

19,706.00

13

機械產字791研發產字6791

號

(4)開會 姓名：機械系黃明正助理;事由：至上海參加 TCT

ASIA展以收集計畫相關研究資料;出國日：

107/02/28~107/03/03姓名：機械系黃明正助理;事

由：至上海參加 TCT ASIA展以收集計畫相關研究資

料;出國日：107/02/28~107/03/03{107-

42,668.00

14

機械產字853研發產字7536

號

(4)開會 姓名：鄭正元;事由：2018上海TCT ASIA 收集計畫相

關研究資料;出國日：107/02/27~107/03/03姓名：鄭

正元;事由：2018上海TCT ASIA 收集計畫相關研究資

料;出國日：107/02/27~107/03/03{107-

33,611.00

15

99A09002.建築科技中心管

理費

(4)開會 姓名：營建系施俊揚助理教授;事由：赴山東濟南建築

大學出席國際研討會;出國日：107/02/25~107/02/28

姓名：營建系施俊揚助理教授;事由：赴山東濟南建築

大學出席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7/02/25~107/02/28{107-A107A22Z0003}

24,051.00

16

晶創產字028研發產字7493

號

(9)業務洽

談
姓名：陳炤彰;事由：陳炤彰教授3/8-10赴香港、東莞

受邀參訪晶美實業，3/10-3/12赴上海參與CSTIC

2018、3/13-3/15赴上海浙江參訪寧波英國諾丁漢大學

及參觀SEMICON China;出國日：107/03/08~107/03/15

姓名：陳炤彰;事由：陳炤彰教授3/8-10赴香港、東莞

受邀參訪晶美實業，3/10-3/12赴上海參與CSTIC

2018、3/13-3/15赴上海浙江參訪寧波英國諾丁漢大學

及參觀SEMICON China;出國日：

107/03/08~107/03/15{107-A107B08Z0024}

83,236.00

17

99AA6575.黃兆龍老師建教

結餘款

(9)業務洽

談
姓名：黃兆龍;事由：赴北京洽談技術移轉事宜;出國

日：107/03/14~107/03/17姓名：黃兆龍;事由：赴北

京洽談技術移轉事宜;出國日：

107/03/14~107/03/17{107-A107B04Z0056}

41,8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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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電子產字591研發產字7560

號

(9)業務洽

談
姓名：電子系邱奕成學生;事由：產學合作案-連展科

技天津廠訪視;出國日：107/03/07~107/03/11姓名：

電子系邱奕成學生;事由：產學合作案-連展科技天津

廠訪視;出國日：107/03/07~107/03/11{107-

16,332.00

19

機械產字791研發產字6791

號

(4)開會 姓名：機械系黃明正兼任助理;事由：1070316-

1070320中國廣州創客教育覽會與企業參訪;出國日：

107/03/16~107/03/20姓名：機械系黃明正兼任助理;

事由：1070316-1070320中國廣州創客教育覽會與企業

參訪;出國日：107/03/16~107/03/20{107-

39,047.00

20

晶創產字028研發產字7493

號

(3)訪問 姓名：陳炤彰;事由：陳炤彰教授107/04/19至22赴中

國廈門受邀參訪華僑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事宜;出國日：

107/04/19~107/04/22姓名：陳炤彰;事由：陳炤彰教

授107/04/19至22赴中國廈門受邀參訪華僑大學進行學

術交流事宜;出國日：107/04/19~107/04/22{107-

A107B08Z0031}

6,556.00

21

機械產字853研發產字7536

號

(4)開會 姓名：機械系黃秀娟專任助理;事由：1070412-

1070416 中國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出國日：

107/04/13~107/04/16姓名：機械系黃秀娟專任助理;

事由：1070412-1070416 中國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出

國日：107/04/13~107/04/16{107-A107B03Z0264}

38,424.00

22

機械產字791研發產字6791

號

(4)開會 姓名：機械系黃明正兼任助理;事由：1070412-

1070416 中國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出國日：

107/04/12~107/04/16姓名：機械系黃明正兼任助理;

事由：1070412-1070416 中國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出

國日：107/04/12~107/04/16{107-A107B03Z0265}

47,432.00

23

機械產字791研發產字6791

號

(4)開會 姓名：機械系黃明正兼任助理;事由：1070426-

1070501黃明正前往中國浙江義烏文化產品交易會;出

國日：107/04/26~107/05/01姓名：機械系黃明正兼任

助理;事由：1070426-1070501黃明正前往中國浙江義

烏文化產品交易會;出國日：

107/04/26~107/05/01{107-A107B03Z0263}

3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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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晶創產字027研發產字7479

號

(3)訪問 姓名：陳炤彰;事由：陳炤彰教授1/19-1/21赴中國廈

門華僑大學受邀參訪;出國日：107/01/19~107/01/21

姓名：陳炤彰;事由：陳炤彰教授1/19-1/21赴中國廈

門華僑大學受邀參訪;出國日：

107/01/19~107/01/21{107-A107B08Z0032}

4,315.00

25

機械產字791研發產字6791

號

(3)訪問 姓名：黃明正;事由：1070509-1070514 中國西部成都

國際博覽城與企業參訪收集研究資料;出國日：

107/05/10~107/05/14姓名：黃明正;事由：1070509-

1070514 中國西部成都國際博覽城與企業參訪收集研

究資料;出國日：107/05/10~107/05/14{107-

A107B03Z0271}

39,262.00

26

材料產字145研發產字5804

號

(4)開會 姓名：材料系黃晨洋學生;事由：至江西.浙江參與財

團法人中技社第八屆海峽兩岸青年學子科技交流活動;

出國日：106/09/05~106/09/15姓名：材料系黃晨洋學

生;事由：至江西.浙江參與財團法人中技社第八屆海

峽兩岸青年學子科技交流活動;出國日：

106/09/05~106/09/15{107-A107B02Z0126}

13,600.00

27

機械產字853研發產字7536

號

(4)開會 姓名：鄭正元;事由：1070518-1070522第六屆亞洲(深

圳)增材技術製造大會暨成果展覽會並進行學術交流收

集研究相關資料;出國日：107/05/18~107/05/22姓

名：鄭正元;事由：1070518-1070522第六屆亞洲(深

圳)增材技術製造大會暨成果展覽會並進行學術交流收

集研究相關資料;出國日：107/05/18~107/05/22{107-

A107B03Z0298}

32,709.00

28

材料產字0263研發產字7422

號

(4)開會 姓名：吳昌謀;事由：前往四川參加第第十一屆兩岸紡

織科技研討會;出國日：107/04/20~107/04/26姓名：

吳昌謀;事由：前往四川參加第第十一屆兩岸紡織科技

研討會;出國日：107/04/20~107/04/26{107-

A107B02Z0144}

49,285.00

29

資工產字0194研發產字7118

號

(4)開會 姓名：花凱龍;事由：2018澳門亞洲國際娛樂展;出國

日：107/05/14~107/05/17姓名：花凱龍;事由：2018

澳門亞洲國際娛樂展;出國日：

107/05/14~107/05/17{107-A107C03Z0127}

33,4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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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資工產字0194研發產字7118

號

(4)開會 姓名：姚智原;事由：2018澳門亞洲國際娛樂展;出國

日：107/05/14~107/05/17姓名：姚智原;事由：2018

澳門亞洲國際娛樂展;出國日：

107/05/14~107/05/17{107-A107C03Z0126}

34,809.00

31

資工產字0194研發產字7118

號

(4)開會 姓名：清華大學朱宏國副教授;事由：至澳門2018亞洲

國際娛樂展;出國日：107/05/14~107/05/17姓名：清

華大學朱宏國副教授;事由：至澳門2018亞洲國際娛樂

展;出國日：107/05/14~107/05/17{107-

32,346.00

32

99AA6688-1.郭政謙老師建

教結餘

(4)開會 姓名：電機系郭政謙教授;事由：至香港參加ICPEA國

際會議期刊;出國日：107/04/06~107/04/09姓名：電

機系郭政謙教授;事由：至香港參加ICPEA國際會議期

刊;出國日：107/04/06~107/04/09{107-

36,131.00

33

工業4.0產字005研發產字

7523號

(9)業務洽

談
姓名：潘亮如;事由：與本校教師一同至上海與會暨拓

展本校產學合作;出國日：107/06/15~107/06/17姓

名：潘亮如;事由：與本校教師一同至上海與會暨拓展

本校產學合作;出國日：107/06/15~107/06/17{107-

A107A34Z0024}

4,812.00

34

103-2221-E-011-030-MY3 (4)開會 姓名：機械系周振嘉教授;事由：赴大陸(昆明)參加會

議;出國日：106/11/04~106/11/10姓名：機械系周振

嘉教授;事由：赴大陸(昆明)參加會議;出國日：

106/11/04~106/11/10{107-B107B03Z0055}

47,354.00

35

103-2221-E-011-030-MY3 (4)開會 姓名：機械系周振嘉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參加會

議;出國日：106/06/22~106/06/26姓名：機械系周振

嘉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參加會議;出國日：

106/06/22~106/06/26{107-B107B03Z0054}

55,132.00

36

蘇順豐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陜西省西安西北工業大學

Zhang Fuli教授做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11/01~106/11/08姓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陜

西省西安西北工業大學Zhang Fuli教授做學術訪問;出

國日：106/11/01~106/11/08{107-B107C01Z0005}

34,2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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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05-2628-E-011-006-MY2 (4)開會 姓名：應科所鄭智嘉助理教授;事由：赴中國西安參加

「2017年兩岸應用高分子學術交流會」;出國日：

106/10/19~106/10/23姓名：應科所鄭智嘉助理教授;

事由：赴中國西安參加「2017年兩岸應用高分子學術

交流會」;出國日：106/10/19~106/10/23{106-

B106I05Z0488}

26,575.00

38

106-2923-E-011-004-MY2 (4)開會 姓名：廖顯奎;事由：至雲南省昆明出席ICNCC2017 國

際會議擔任TPC Chair 與 keynote speaker;出國日：

106/12/08~106/12/11姓名：廖顯奎;事由：至雲南省

昆明出席ICNCC2017 國際會議擔任TPC Chair 與

keynote speaker;出國日：

106/12/08~106/12/11{107-B107C02Z0068}

36,891.00

39

106-2622-E-011-007 (4)開會 姓名：機械系陳炤彰教授;事由：受邀赴香港參訪晶美

公司11/9-11/12赴中國重慶參與兩峽兩岸磨粒加工研

討會;出國日：106/11/07~106/11/12姓名：機械系陳

炤彰教授;事由：受邀赴香港參訪晶美公司11/9-11/12

赴中國重慶參與兩峽兩岸磨粒加工研討會;出國日：

106/11/07~106/11/12{107-B107B03Z0070}

40,000.00

40

105-2511-S-011-005-MY2 (4)開會 姓名：數位所翁楊絲茜副教授;事由：赴上海出席

IEHSBM國際研討會議;出國日：106/12/22~106/12/27

姓名：數位所翁楊絲茜副教授;事由：赴上海出席

IEHSBM國際研討會議;出國日：

106/12/22~106/12/27{107-B107F05Z0030}

54,071.00

41

106-3114-E-011-005- (3)訪問 姓名：姚智原;事由：至北京參加清華大學應邀參訪基

礎工業訓練中心實驗室;出國日：

106/12/24~106/12/27姓名：姚智原;事由：至北京參

加清華大學應邀參訪基礎工業訓練中心實驗室;出國

日：106/12/24~106/12/27{107-B107C03Z0067}

47,356.00

42

105-2221-E-011-151-MY3 (4)開會 2018/01/10撥還零用金NO.189姓名：蔡協致;事由：峽

西省西安參加2017年海峽兩岸應用高分子學術研討會;

出國日：106/10/19~106/10/23{106-B106I05Z0483}

7,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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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陳建光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材料系陳建光教授;事由：於民國107年01月03

日～01月10日前往 廣東工業大學輕工化工學院。;出

國日：107/01/03~107/01/10姓名：材料系陳建光教

授;事由：於民國107年01月03日～01月10日前往 廣東

工業大學輕工化工學院。;出國日：

107/01/03~107/01/10{107-B107B02Z0058}

51,411.00

44

廖愛禾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廖愛禾;事由：至香港參加ICBMU2017國際研討

會;出國日：106/12/02~106/12/05姓名：廖愛禾;事

由：至香港參加ICBMU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12/02~106/12/05{107-B107B0120001}

43,030.00

45

105-2511-S-011-008-MY3 (4)開會 姓名：數位所黃國禎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ICTE2018

國際研討會;出國日：107/01/08~107/01/12姓名：數

位所黃國禎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ICTE2018國際研討

會;出國日：107/01/08~107/01/12{107-

48,910.00

46

106-2221-E-011-055- (4)開會 姓名：營建系張大鵬教授;事由：前往大陸昆明參加

2017年創新、通訊及工程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11/06~106/11/10姓名：營建系張大鵬教授;事

由：前往大陸昆明參加2017年創新、通訊及工程國際

研討會;出國日：106/11/06~106/11/10{107-

54,466.00

47

蘇順豐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電機系蘇順豐教授;事由：赴哈爾濱出席「2018

年海峽兩岸自動化與控制系統學術交流會」會議;出國

日：107/01/09~107/01/15姓名：電機系蘇順豐教授;

事由：赴哈爾濱出席「2018年海峽兩岸自動化與控制

系統學術交流會」會議;出國日：

107/01/09~107/01/15{107-B107C01Z0082}

34,564.00

48

張宏展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張宏展;事由：至香港參加ICAEE2017國際會議;

出國日：106/10/27~106/10/30姓名：張宏展;事由：

至香港參加ICAEE2017國際會議;出國日：

106/10/27~106/10/30{107-B107C01Z0083}

42,605.00



第 9 頁，共 14 頁

編號 計畫名稱 任務類別 出國計畫內容、前往國家、天數、人數 執行數 備註

49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107.1.21-27赴香港

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7/01/21~107/01/27姓

名：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107.1.21-27赴香港中

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7/01/21~107/01/27{107-

B107F05Z0084}

70,205.00

50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姓名：賴秋琳;事由：賴秋琳獨立研究學者107.1.21-

27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7/01/21~107/01/27姓名：賴秋琳;事由：賴秋琳獨

立研究學者107.1.21-27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

國日：107/01/21~107/01/27{107-B107F05Z0083}

66,385.00

51

106-2622-E-011-020-CC2 (7)研究 姓名：機械系陳定閒博士生;事由：2018上海TCT ASIA

收集計畫相關研究資料;出國日：

107/02/28~107/03/03姓名：機械系陳定閒博士生;事

由：2018上海TCT ASIA 收集計畫相關研究資料;出國

日：107/02/28~107/03/03{107-B107B03Z0414}

40,968.00

52

104-2221-E-011-084-MY3 (4)開會 姓名：陳錫明;事由：陳錫明老師3/29-3/31赴中國福

建廈門參加2018第十屆國際高等計算智慧研討會，並

發表論文;出國日：107/03/29~107/03/31姓名：陳錫

明;事由：陳錫明老師3/29-3/31赴中國福建廈門參加

2018第十屆國際高等計算智慧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出

國日：107/03/29~107/03/31{107-B107C03Z0339}

19,031.00

53

106-3114-E-011-008- (7)研究 姓名：黃庭偉;事由：黃庭偉 11/15-11/18 赴中國廣

東進行移地研究;出國日：106/11/15~106/11/18姓

名：黃庭偉;事由：黃庭偉 11/15-11/18 赴中國廣東

進行移地研究;出國日：106/11/15~106/11/18{107-

B107C03Z0340}

14,100.00

54

105-2221-E-011-101-MY3 (7)研究 工管系林義貴講座教授赴中國溫州大學進行移地研究;

出國日：107/03/24~107/03/27工管系林義貴講座教授

赴中國溫州大學進行移地研究;出國日：

107/03/24~107/03/27{107-B107D01Z0201}

27,0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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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蘇順豐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昆明科技大學Jing Na教

授邀請學術訪問;出國日：107/03/20~107/03/27姓

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昆明科技大學Jing Na教授

邀請學術訪問;出國日：107/03/20~107/03/27{107-

B107C01Z0425}

55,303.00

56

104-2221-E-011-084-MY3 (4)開會 姓名：陳錫明;事由：陳錫明老師4/20-4/23赴中國武

漢參加2018年國際資訊科學與技術研討會，並作專題

演講;出國日：107/04/20~107/04/23姓名：陳錫明;事

由：陳錫明老師4/20-4/23赴中國武漢參加2018年國際

資訊科學與技術研討會，並作專題演講;出國日：

107/04/20~107/04/23{107-B107C03Z0444}

11,036.00

57

106-3114-E-011-005- (4)開會 姓名：洪仕軒;事由：2018 CVM;出國日：

107/04/17~107/04/20姓名：洪仕軒;事由：2018 CVM;

出國日：107/04/17~107/04/20{107-B107C03Z0523}

51,193.00

58

蘇順豐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中科院自動化所王飛躍教

授邀請做學術訪問;出國日：107/03/29~107/03/31姓

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中科院自動化所王飛躍教授

邀請做學術訪問;出國日：107/03/29~107/03/31{107-

B107C01Z0459}

32,297.00

59

蘇順豐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四川大學長江學者

Xu,Zeshui教授邀請到該校做學術訪問;出國日：

107/04/09~107/04/22姓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四

川大學長江學者Xu,Zeshui教授邀請到該校做學術訪

問;出國日：107/04/09~107/04/22{107-

69,889.00

60

蘇順豐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蘇順豐;事由：獲邀中國廈門大學信息科學與技

術學院李軍院長做學術訪問;出國日：

107/04/24~107/04/26姓名：蘇順豐;事由：獲邀中國

廈門大學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李軍院長做學術訪問;出

國日：107/04/24~107/04/26{107-B107C01Z0457}

17,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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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蘇順豐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東北大學Tianyou Chai教

授邀請至江西省南昌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Control & Optimization學術訪問;出國日：

107/05/07~107/05/11姓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東

北大學Tianyou Chai教授邀請至江西省南昌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Control & Optimization學

術訪問;出國日：107/05/07~107/05/11{107-

B107C01Z0458}

30,863.00

62

106-3114-E-011-006- (4)開會 姓名：機械系杜正恭教授;事由：2018/3/29-4/1至中

國成都參加ICMSNT2018研討會;出國日：

107/03/29~107/04/05姓名：機械系杜正恭教授;事

由：2018/3/29-4/1至中國成都參加ICMSNT2018研討

會;出國日：107/03/29~107/04/05{107-

34,444.00

63

蘇順豐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蘇順豐;事由：參加「2018海峽兩岸系統科學與

控制學術前沿論壇」會議(山東省聊城大學);出國日：

107/04/01~107/04/06姓名：蘇順豐;事由：參加

「2018海峽兩岸系統科學與控制學術前沿論壇」會議

(山東省聊城大學);出國日：

107/04/01~107/04/06{107-B107C01Z0478}

25,936.00

64

104-2221-E-011-004-MY3 (4)開會 姓名：梁晏誠、王靖升、簡偉哲、李育綾、曾聿齡等

五位學生;事由：5/10-5/17赴上海參加第10屆數字圖

像處理國際會議(ICDIP2018)並發表論文;出國日：

107/05/10~107/05/17姓名：簡偉哲;事由：學生簡偉

哲5/10-5/17赴上海參加第10屆數字圖像處理國際會議

(ICDIP2018)並發表論文;出國日：

107/05/10~107/05/17{107-B107C03Z0540}

6,300.00

65

104-2221-E-011-004-MY3 (4)開會 姓名：李育綾;事由：學生李育綾5/10-5/17赴上海參

加第10屆數字圖像處理國際會議(ICDIP2018)並發表論

文;出國日：107/05/10~107/05/17{107-

6,300.00

66

105-2221-E-011-118-MY3 (4)開會 姓名：梁晏誠;事由：學生梁晏誠5/10-5/17赴上海參

加第10屆數字圖像處理國際會議(ICDIP2018)並發表論

文;出國日：107/05/10~107/05/17{107-

24,2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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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105-2221-E-011-118-MY3 (4)開會 姓名：王靖升;事由：學生王靖升5/10-5/17赴上海參

加第10屆數字圖像處理國際會議(ICDIP2018)並發表論

文;出國日：107/05/10~107/05/17{107-

6,300.00

68

105-2221-E-011-118-MY3 (4)開會 姓名：曾聿齡;事由：學生曾聿齡5/10-5/17赴上海參

加第10屆數字圖像處理國際會議(ICDIP2018)並發表論

文;出國日：107/05/10~107/05/17{107-

6,300.00

69

104-2221-E-011-084-MY3 (4)開會 姓名：陳錫明;事由：陳錫明老師4/20-4/23赴中國武

漢參加2018年國際資訊科學與技術研討會，並作專題

演講(補申請生活費);出國日：107/04/20~107/04/23

姓名：陳錫明;事由：陳錫明老師4/20-4/23赴中國武

漢參加2018年國際資訊科學與技術研討會，並作專題

演講(補申請生活費);出國日：

107/04/20~107/04/23{107-B107C03Z0537}

16,488.00

70

105-2221-E-011-101-MY3 (7)研究 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授赴中國電子科技大學進行移

地研究;出國日：107/05/18~107/05/25姓名：工管系

林義貴教授赴中國電子科技大學進行移地研究;出國

日：107/05/18~107/05/25{107-B107D01Z0307}

57,729.00

71

陳俊良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陳永樵;事由：赴中國成都參加ICCCBDA2018國

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出國日：107/04/17~107/04/22

姓名：陳永樵;事由：赴中國成都參加ICCCBDA2018國

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出國日：

107/04/17~107/04/22{107-B107C01Z0578}

48,363.00

72

蘇順豐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華東科大牛玉剛院長邀請

做學術交流;出國日：107/05/16~107/05/20姓名：蘇

順豐;事由：獲中國華東科大牛玉剛院長邀請做學術交

流;出國日：107/05/16~107/05/20{107-

36,844.00

73

104-2628-E-011-012-MY3 (4)開會 姓名：邱建國;事由：赴大陸四川成都參加The 4th

ICCE國際會議;出國日：107/05/11~107/05/14姓名：

邱建國;事由：赴大陸四川成都參加The 4th ICCE國際

會議;出國日：107/05/11~107/05/14{107-

5,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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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104-2511-S-011-003-MY3 (4)開會 姓名：應科所侯惠澤教授;事由：至中國廣州參加

GCCCE2018國際研討會主持工作坊及論文發表;出國

日：107/05/24~107/05/28姓名：應科所侯惠澤教授;

事由：至中國廣州參加GCCCE2018國際研討會主持工作

坊及論文發表;出國日：107/05/24~107/05/28{107-

B107I05Z0283}

15,775.00

75

104-2511-S-011-003-MY3 (4)開會 姓名：應科所侯惠澤教授;事由：至中國廣州參加

GCCCE2018國際研討會主持工作坊及論文發表;出國

日：107/05/24~107/05/28{107-B107I05Z0283}

21,979.00

76

蘇順豐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四川大學長江學者

Xu,Zeshui教授邀請到該校做學術訪問;出國日：

107/04/09~107/04/22姓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四

川大學長江學者Xu,Zeshui教授邀請到該校做學術訪

問;出國日：107/04/09~107/04/22{107-

940.00

77

105-2221-E-011-097-MY2 (4)開會 姓名：色彩所陳建宇教授;事由：受SID邀請參加ICDT

顯示器技術大會，至廣州演講;出國日：

107/04/08~107/04/11姓名：色彩所陳建宇教授;事

由：受SID邀請參加ICDT顯示器技術大會，至廣州演

講;出國日：107/04/08~107/04/11{107-

28,149.00

78

104-2221-E-011-084-MY3 (4)開會 姓名：陳錫明;事由：陳錫明老師106/12/08-12/10赴

中國北京參加 CSA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12/08~106/12/10姓名：陳錫明;事由：陳錫明老

師106/12/08-12/10赴中國北京參加 CSA2017國際研討

會;出國日：106/12/08~106/12/10{107-

24,687.00

79

104-2221-E-011-084-MY3 (4)開會 姓名：陳錫明;事由：陳錫明老師106/12/08-12/10赴

中國北京參加 CSA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12/08~106/12/10{107-B107C03Z0616}

2,903.00

80

蘇順豐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大連海事大學Wang,Ning

教授邀請學術訪問;出國日：107/05/25~107/06/05姓

名：蘇順豐;事由：獲中國大連海事大學Wang,Ning教

授邀請學術訪問;出國日：107/05/25~107/06/05{107-

B107C01Z0587}

73,6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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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106-2622-E-011-020-CC2 (4)開會 姓名：機械系林柏廷副教授;事由：5/18-5/25林柏廷

赴大陸(大連)參加研討會;出國日：

107/05/18~107/05/25姓名：機械系林柏廷副教授;事

由：5/18-5/25林柏廷赴大陸(大連)參加研討會;出國

日：107/05/18~107/05/25{107-B107B03Z0682}

59,999.00

82

105-2221-E-011-169-MY2 (4)開會 汪向榮老師由財團法人國震中心轉入科技部計畫

105B0318M姓名：營建系汪向榮副教授;事由：赴中國

上海參加第五屆海峽兩岸地震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出

國日：106/11/16~106/11/19{107-B107B04Z0289}

15,088.00

83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4)開會 姓名：李永祥;事由：參加2018年海峽盃籃球邀請賽;

出國日：107/05/03~107/05/09姓名：李永祥;事由：

參加2018年海峽盃籃球邀請賽;出國日：

107/05/03~107/05/09{107-E107A12Z0001}

14,9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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