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3年大專校院精進全英語

學位學制

(4)開會 (由D轉T支應)106年審計抽查本計畫部分支用

項目經核有疑義，教育部函覆案內支用經費與

規定不符者共242,957元，其中60,000元須自

補助經費中剔除改以學校自有經費支出；餘

182,957元改以本計畫自籌款支應。(由D轉T支

應)姓名：電子系陳伯奇教授;事由：赴印尼泗

水拜訪UNESA並參加ICVEE2015國際會議;出國

日：104/11/13~104/11/19{104-

-17,322.00

2

103年大專校院精進全英語

學位學制

(3)訪問 (由D轉T支應)姓名：電子系呂政修教授;事

由：與九州工大與東京工大教授進行英語教學

的交流與討論，並討論未來可能的合作;出國

日：105/01/11~105/01/14{105-

-59,858.00

3

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博士班

研究生吳翰承106年7月17日

至106年7月20日赴美國拉斯

維加斯(Las Vegas,

Nevada)參加第21屆國際影

像處理,電腦視覺,圖案識別

研討會-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吳翰承;事由：106/07/17-20赴美國拉

斯維加斯(Las Vegas, Nevada)參加第21屆國

際影像處理,圖案識別研討會;出國日：

106/07/16~106/07/26

-28,000.00

4

周錫熙助理教授106/7/1-

7/14赴英國愛丁堡皇家學院

研究訪問

電子系 周錫熙-歸墊款項-106L291109電子系

周錫熙-歸墊款項-

106L291109[V10604626](0003267)

-951.00

5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營

建系

(4)開會 姓名：彭敬鈞等6位;事由：2017台日研究生論

文發表競賽;出國日：106/06/28~106/07/02姓

名：彭敬鈞;事由：2017台日研究生論文發表

競賽;出國日：106/06/28~106/07/02{106-

20,000.00

6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營

建系

(4)開會 姓名：VIKTOR;事由：2017台日研究生論文發

表競賽;出國日：106/06/28~106/07/02{106-

D106B04Z0017}

20,000.00

7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營

建系

(4)開會 姓名：Erwin;事由：2017台日研究生論文發表

競賽;出國日：106/06/28~106/07/02{106-

D106B04Z0018}

20,000.00

8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營

建系

(4)開會 姓名：戴聿媞;事由：2017台日研究生論文發

表競賽;出國日：106/06/28~106/07/02{106-

D106B04Z0019}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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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營

建系

(4)開會 姓名：NOPHI;事由：2017台日研究生論文發表

競賽;出國日：106/06/28~106/07/02{106-

D106B04Z0020}

20,000.00

10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營

建系

(4)開會 姓名：陳曦;事由：2017台日研究生論文發表

競賽;出國日：106/06/28~106/07/02{106-

D106B04Z0021}

20,000.00

11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營

建系

(4)開會 姓名：Arygianni;事由：2017台日研究生論文

發表競賽;出國日：106/06/28~106/07/02姓

名：Arygianni;事由：2017台日研究生論文發

表競賽;出國日：106/06/28~106/07/02{106-

D106B04Z0022}

20,000.00

12

105學年科技校院提昇校務

專業管理能力計畫

(4)開會 姓名：朱曉萍;事由：參加美國校務研究協會

2017年會;出國日：106/05/29~106/06/04姓

名：朱曉萍;事由：參加美國校務研究協會

2017年會;出國日：

120,000.00

13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營

建系

(4)開會 姓名：歐昱成;事由：2017台日研究生論文發

表競賽;出國日：106/06/28~106/07/02姓名：

歐昱成;事由：2017台日研究生論文發表競賽;

出國日：106/06/28~106/07/02{106-

20,000.00

14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電

子系

(4)開會 姓名：游立得、陳宏哲等兩位;事由：參加IMS

國際微波會議之學生設計競賽;出國日：

106/06/03~106/06/10姓名：游立得;事由：參

加IMS國際微波會議之學生設計競賽;出國日：

106/06/03~106/06/10{106-D106C02Z0093}

54,357.00

15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電

子系

(4)開會 姓名：陳宏哲;事由：參加IMS國際微波會議之

學生設計競賽;出國日：

106/06/03~106/06/10{106-D106C02Z0094}

49,986.00

16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營

建系

(4)開會 姓名：李恩琦、陳幸均等兩位;事由：2017台

日研究生論文發表競賽;出國日：

106/06/28~106/07/02姓名：李恩琦;事由：

2017台日研究生論文發表競賽;出國日：

106/06/28~106/07/02{106-D106B04Z0026}

20,000.00

17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營

建系

(4)開會 姓名：陳幸均;事由：2017台日研究生論文發

表競賽;出國日：106/06/28~106/07/02{106-

D106B04Z0025}

20,000.00

18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教

學資源中心

(4)開會 撥還零用金  NO.044姓名：THAO NGUYEN;事

由：MBA個案競賽;出國日：

106/05/11~106/05/16{106-D106D00Z0001}

8,000.00

19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教

學資源中心

(4)開會 姓名：黃祺瑋;事由：MBA個案;出國日：

106/05/11~106/05/16{106-D106D00Z0002}

8,000.00



編號 任務類別計畫名稱 赴國外計畫內容、前往地區、天數、人數 執行數 備註

20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教

學資源中心

(4)開會 姓名：鄒宜璇;事由：MBA個案競賽;出國日：

106/05/11~106/05/16{106-D106D00Z0003}

8,000.00

21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教

學資源中心

(4)開會 姓名：邱筱雯;事由：MBA個案競賽;出國日：

106/05/11~106/05/16{106-D106D00Z0004}

8,000.00

22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教

學資源中心

(4)開會 姓名：郭乃瑜;事由：MBA個案比賽;出國日：

106/05/11~106/05/16{106-D106D00Z0005}

8,000.00

23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教

學資源中心

(4)開會 姓名：HA PHUNG;事由：MBA個案競賽;出國

日：106/05/11~106/05/16{106-

D106D00Z0006}

8,000.00

24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教

學資源中心

(4)開會 姓名：鄭懿蘋;事由：MBA個案研究;出國日：

106/05/11~106/05/16{106-D106D00Z0007}

8,000.00

25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電

機系

(4)開會 姓名：張安宏等六位;事由：赴日本名古屋參

加2017世界盃機械人比賽;出國日：

106/07/24~106/08/08姓名：張安宏;事由：赴

日本名古屋參加2017世界盃機械人比賽;出國

日：106/07/24~106/08/08{106-

16,973.00

26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電

機系

(4)開會 姓名：陳昱文;事由：赴日本名古屋參加2017

世界盃機械人比賽;出國日：

106/07/24~106/08/08{106-D106C01Z0071}

16,973.00

27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電

機系

(4)開會 姓名：潘立玄;事由：赴日本名古屋參加2017

世界盃機械人比賽;出國日：

106/07/24~106/08/08{106-D106C01Z0072}

16,973.00

28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電

機系

(4)開會 姓名：張家泓;事由：赴日本名古屋參加2017

世界盃機械人比賽;出國日：

106/07/24~106/08/08{106-D106C01Z0073}

16,973.00

29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電

機系

(4)開會 姓名：高銘良;事由：赴日本名古屋參加2017

世界盃機械人比賽;出國日：

106/07/24~106/08/08{106-D106C01Z0074}

32,930.00

30

105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全

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電

機系

(4)開會 姓名：林昆鋒;事由：赴日本名古屋參加2017

世界盃機械人比賽;出國日：

106/07/24~106/08/08{106-D106C01Z0075}

32,930.00

31

106年青年海外志工服務隊-

「愛與交流-泰國正德村服

務計畫」

(3)訪問 姓名：黃淑懃、張哲維;事由：106泰北愛與交

流海外服務;出國日：106/06/26~106/08/05姓

名：黃淑懃;事由：106泰北愛與交流海外服

務;出國日：106/06/26~106/08/05{106-

25,000.00

32

106年青年海外志工服務隊-

「愛與交流-泰國正德村服

務計畫」

(3)訪問 姓名：張哲維;事由：106泰北愛與交流海外服

務;出國日：106/06/26~106/08/05{106-

D106F02Z0008}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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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海築夢-美國睿智SCC公司

實習計畫-科管所郭庭魁教

授

(8)實習 姓名：郭庭魁;事由：學海築夢計畫 及 台科

矽谷計畫;出國日：106/08/24~106/09/13姓

名：郭庭魁;事由：學海築夢計畫 及 台科矽

谷計畫;出國日：106/08/24~106/09/13{106-

110,000.00

34

學海築夢-美國CompuTherm

LLC實習計畫-材料系顏怡文

教授

(8)實習 姓名：顏怡文;事由：Wayne State

University(WSU)國際合作與學術交流;出國

日：106/08/03~106/08/28姓名：顏怡文;事

由：Wayne State University(WSU)國際合作

與學術交流;出國日：

32,000.00

35

學海築夢-德國SWG

SportWerk GmbH & Co. KG.

實習計畫-電子系林淵翔教

授

(8)實習 姓名：林淵翔;事由：執行學海築夢計畫;出國

日：106/07/07~106/07/24姓名：林淵翔;事

由：執行學海築夢計畫;出國日：

106/07/07~106/07/24{106-D106C02Z0123}

80,800.00

36

學海築夢-日本複合材料加

工刀具之研究與開發實習計

畫-機械系郭俊良教授

(8)實習 姓名：郭俊良;事由：7/21-7/28郭俊良赴日本

(東京)參訪;出國日：106/07/21~106/07/28姓

名：郭俊良;事由：7/21-7/28郭俊良赴日本

(東京)參訪;出國日：

106/07/21~106/07/28{106-D106B03Z0049}

50,630.00

37

學海築夢-德國Ambiplex

Gmbh & Co. KG.實習計畫-

電子系阮聖彰教授

(8)實習 姓名：許維君;事由：德國Ambiplex Gmbh &

Co. KG.實習計畫;出國日：

106/07/23~106/08/16姓名：許維君;事由：德

國Ambiplex Gmbh & Co. KG.實習計畫;出國

日：106/07/23~106/08/16{106-

66,000.00

38

(臺師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

學術型領域聯盟(教育與人

文領域)

(4)開會 姓名：賴秋琳、黃國禎、張靜宜等三位;事

由：至泰國參加ICIE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

日：106/11/23~106/11/26姓名：賴秋琳;事

由：至泰國參加ICIE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

日：106/11/23~106/11/26{106-

44,484.00

39

(臺師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

學術型領域聯盟(教育與人

文領域)

(4)開會 姓名：黃國禎;事由：參與ICIE2017國際研討

會;出國日：106/11/23~106/11/26{106-

D106F00Z0025}

36,714.00

40

(臺師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

學術型領域聯盟(教育與人

文領域)

(4)開會 姓名：張靜宜;事由：至泰國參加ICIE2017國

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11/23~106/11/26{106-D106F00Z0026}

42,930.00

41

(臺師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

學術型領域聯盟(教育與人

文領域)

(3)訪問 2017/12/19撥還零用金-N0.61姓名：翁楊絲

茜;事由：新南向計畫至菲律賓大學系統訪問;

出國日：106/11/19~106/11/21{106-

1,100.00

42

(臺師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

學術型領域聯盟(教育與人

文領域)

(3)訪問 姓名：李思穎;事由：新南向計畫至菲律賓大

學系統訪問;出國日：

106/11/19~106/11/21{106-D106F00Z0028}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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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曾煒翔等9位;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

一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姓名：曾煒翔;事

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

論壇;出國日：106/12/18~106/12/21{106-

19,050.00

44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DEWANGGA;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

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4{106-D106B00Z0006}

24,050.00

45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KEVIN I S;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

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4{106-D106B00Z0007}

24,050.00

46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MEGA LAZUAR;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

一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4{106-D106B00Z0008}

24,050.00

47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Sabrina;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

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1{106-D106B00Z0009}

24,050.00

48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林文揚;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

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1{106-D106B00Z0010}

23,873.00

49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LEONARDUS S;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

一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6~106/12/21{106-D106B00Z0011}

19,050.00

50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LUCIA;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國

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6~106/12/21{106-D106B00Z0012}

24,050.00

51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HASAN S. M.;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

一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5{106-D106B00Z0013}

26,600.00

52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邱建國等三位;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

第一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1姓名：邱建國;事由：赴

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

出國日：106/12/18~106/12/21{106-

25,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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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陳志堅;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

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1{106-D106B00Z0020}

25,815.00

54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郭鴻飛;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

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1{106-D106B00Z0021}

25,815.00

55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邱昱誠等兩位;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

第一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1姓名：邱昱誠;事由：赴

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

出國日：106/12/18~106/12/21{106-

25,815.00

56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田維欣;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

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0{106-D106B00Z0022}

21,340.00

57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SUKENDRO等五位;事由：赴印尼泗水辦

理第一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姓名：

SUKENDRO;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國際

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2{106-D106B00Z0014}

24,050.00

58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NOVI;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國

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6{106-D106B00Z0015}

24,050.00

59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萬道聲;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

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1{106-D106B00Z0018}

19,050.00

60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Arygianni;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

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26{106-D106B00Z0019}

24,050.00

61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Burniadi;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

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9~106/12/20{106-D106B00Z0023}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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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清大轉撥)新南向計畫之學

術型領域聯盟-強化與東協

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

領域聯盟

(4)開會 姓名：Jajang;事由：赴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

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出國日：

106/12/18~106/12/30姓名：Jajang;事由：赴

印尼泗水辦理第一屆國際先進工程技術論壇;

出國日：106/12/18~106/12/30{106-

26,600.00

63

102學年度(三)年輕學者研

究獎助-機械 

(4)開會 姓名：郭進星;事由：5/20-6/1郭進星老師赴

法國(Poitiers)參加會議;出國日：

106/05/20~106/06/01姓名：郭進星;事由：

5/20-6/1郭進星老師赴法國(Poitiers)參加會

議;出國日：106/05/20~106/06/01{106-

49,000.00

64

永續智慧建築設計及知識整

合

(4)開會 姓名：杜功仁;事由：2017濟州和平與發展論

壇國際研討會;出國日：106/05/30~106/06/03

姓名：杜功仁;事由：2017濟州和平與發展論

壇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5/30~106/06/03{106-H106E01Z0016}

28,314.00

65

103學年度(三)年輕學者研

究獎助費-機械系鍾俊輝

(4)開會 姓名：Quang Tran;事由：106/6/4-8赴美國洛

杉磯(Los Angeles, California)參加2017年

ASME第12屆國際製造科學與工程大會論文集;

出國日：106/06/04~106/06/11姓名：Quang

Tran;事由：106/6/4-8赴美國洛杉磯(Los

Angeles, California)參加2017年ASME第12屆

國際製造科學與工程大會論文集;出國日：

106/06/04~106/06/11{106-H106B03Z0003}

40,000.00

66

105學年度(一)年輕學者研

究獎助-電機 

(4)開會 姓名：余柏毅;事由：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出國

日：106/06/17~106/06/22姓名：余柏毅;事

由：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出國日：

106/06/17~106/06/22{106-H106C01Z0001}

60,000.00

67

103學年度(三)年輕學者研

究獎助-化工 

 

(4)開會 姓名：江偉宏;事由：2017 ECS 國際研討會發

表論文及UCSD大學訪問研究;出國日：

106/05/28~106/06/03姓名：江偉宏;事由：

2017 ECS 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及UCSD大學訪

問研究;出國日：106/05/28~106/06/03{106-

116,110.00

68

智慧城市網實系統永續應用

之研發 

(4)開會 姓名：周碩彥;事由：日內瓦參加EU IOT

Week;出國日：106/06/04~106/06/10姓名：周

碩彥;事由：日內瓦參加EU IOT Week;出國

日：106/06/04~106/06/10{106-

98,652.00

69

永續智慧建築設計及知識整

合

(3)訪問 姓名：吳惠萍;事由：執行106頂尖研究計畫

(永續智慧建築設計與知識整合)調查及訪問;

出國日：106/05/23~106/06/01姓名：吳惠萍;

事由：執行106頂尖研究計畫(永續智慧建築設

計與知識整合)調查及訪問;出國日：

106/05/23~106/06/01{106-H106E01Z0019}

65,4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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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永續智慧建築設計及知識整

合

(3)訪問 姓名：翁郁琇;事由：執行106頂尖研究計畫

(永續智慧建築設計與知識整合)調查及訪問;

出國日：106/05/26~106/06/05姓名：翁郁琇;

事由：執行106頂尖研究計畫(永續智慧建築設

計與知識整合)調查及訪問;出國日：

106/05/26~106/06/05{106-H106E01Z0018}

53,265.00

71

105學年度(一)年輕學者研

究獎助-電機 

(4)開會 姓名：方劭云;事由：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出國

日：106/06/17~106/06/23姓名：方劭云;事

由：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出國日：

106/06/17~106/06/23{106-H106C01Z0002}

30,000.00

72

財務金融所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劉代洋;事由：赴廈門大學參加2017中

國金融科技論壇及赴日本參加財務風險與財務

管理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6/30~106/07/02姓名：劉代洋;事由：赴

廈門大學參加2017中國金融科技論壇及赴日本

參加財務風險與財務管理國際研討會;出國

11,428.00

73

智慧城市網實系統永續應用

之研發 

(4)開會 姓名：周碩彥;事由：新加坡參加TE2017國際

研討會;出國日：106/07/09~106/07/15姓名：

周碩彥;事由：新加坡參加TE2017國際研討會;

出國日：106/07/09~106/07/15{106-

31,487.00

74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花凱龍;事由：花凱龍老師7/18-7/23赴

菲律賓馬尼拉及宿霧招生;出國日：

106/07/18~106/07/23姓名：花凱龍;事由：花

凱龍老師7/18-7/23赴菲律賓馬尼拉及宿霧招

生;出國日：106/07/18~106/07/23{106-

47,922.00

75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馮輝文;事由：馮輝文老師7/18-7/23赴

菲律賓馬尼拉及宿霧招生;出國日：

106/07/18~106/07/23姓名：馮輝文;事由：馮

輝文老師7/18-7/23赴菲律賓馬尼拉及宿霧招

生;出國日：106/07/18~106/07/23{106-

48,471.00

76

色彩所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陳建宇;事由：2017國際顯示週研討會

議;出國日：106/05/20~106/05/28姓名：陳建

宇;事由：2017國際顯示週研討會議;出國日：

106/05/20~106/05/28{106-H106I06Z0001}

19,680.00

77

永續智慧建築設計及知識整

合

(4)開會 姓名：蔡欣君;事由：參加美國173rd Meeting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and

the 8th Forum Acusticum會議;出國日：

106/06/23~106/06/30姓名：蔡欣君;事由：參

加美國173rd Meeting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and the 8th Forum

Acusticum會議;出國日：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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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103學年度(三)年輕學者研

究獎助費-機械系鍾俊輝

(4)開會 姓名：鍾俊輝;事由：7/7-7/16鍾俊輝赴印度

(德里、孟買)參加會議;出國日：

106/07/07~106/07/16姓名：鍾俊輝;事由：

7/7-7/16鍾俊輝赴印度(德里、孟買)參加會

議;出國日：106/07/07~106/07/16{106-

30,125.00

79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沈中安;事由：前往德國阿亨工業大學

學術參訪;出國日：106/07/22~106/08/03姓

名：沈中安;事由：前往德國阿亨工業大學學

術參訪;出國日：106/07/22~106/08/03{106-

80,000.00

80

機械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陳亮光;事由：7/28-8/1陳亮光赴日本

(大阪)參加鳥人競賽觀摩;出國日：

106/07/28~106/08/01姓名：陳亮光;事由：

7/28-8/1陳亮光赴日本(大阪)參加鳥人競賽觀

摩;出國日：106/07/28~106/08/01{106-

44,284.00

81

機械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田維欣;事由：7/27-8/2田維欣赴日本

(大阪)參加鳥人競賽觀摩;出國日：

106/07/27~106/08/02姓名：田維欣;事由：

7/27-8/2田維欣赴日本(大阪)參加鳥人競賽觀

摩;出國日：106/07/27~106/08/02{106-

50,000.00

82

103學年度(三)年輕學者研

究獎助-化工 

 

(4)開會 姓名：江偉宏;事由：應邀至英國曼徹斯特大

學及2017 iPlasmaNano 國際研討會邀請演講

發表論文;出國日：106/06/29~106/07/07姓

名：江偉宏;事由：應邀至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及2017 iPlasmaNano 國際研討會邀請演講發

表論文;出國日：106/06/29~106/07/07{106-

114,265.00

83

工商設計系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陳建雄;事由：至日本京都工藝纖維大

學等校參訪;出國日：106/07/27~106/07/31姓

名：陳建雄;事由：至日本京都工藝纖維大學

等校參訪;出國日：

49,382.00

84

智慧城市網實系統永續應用

之研發 

(4)開會 姓名：周碩彥;事由：義大利波隆納參加

SET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7/15~106/07/22姓名：周碩彥;事由：義

大利波隆納參加SET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7/15~106/07/22{106-H106D01Z0046}

66,492.00

85

營建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翁劭傑;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

競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姓

名：翁劭傑;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競

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106-

20,000.00

86

營建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黃婕渝;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

競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姓

名：黃婕渝;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競

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106-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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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營建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張子立;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

競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姓

名：張子立;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競

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106-

20,000.00

88

營建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林香芸;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

競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姓

名：林香芸;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競

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106-

20,000.00

89

營建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沈庭輔;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

競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姓

名：沈庭輔;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競

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106-

20,000.00

90

營建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陳可恩;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

競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姓

名：陳可恩;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競

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106-

20,000.00

91

營建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戴詣衡;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

競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姓

名：戴詣衡;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競

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106-

20,000.00

92

營建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陳莉涵;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

競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姓

名：陳莉涵;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競

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106-

20,000.00

93

人文學院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黃國禎;事由：參加LEET2017國際研討

會;出國日：106/08/22~106/08/26姓名：黃國

禎;事由：參加LEET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8/22~106/08/26{106-H106A45Z0237}

62,727.00

94

營建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許丁友;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

競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姓

名：許丁友;事由：2017大阪工大iPBL研習競

賽活動;出國日：106/08/20~106/08/26{106-

15,538.00

95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蘇順豐;事由：赴越南出席

「2017ICSSE」會議;出國日：

106/07/20~106/07/29姓名：蘇順豐;事由：赴

越南出席「2017ICSSE」會議;出國日：

19,881.00

96

應用科技研究所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蘇威年;事由：ISST 演講 & ITS 招生

宣傳;出國日：106/08/02~106/08/05姓名：蘇

威年;事由：ISST 演講 & ITS 招生宣傳;出國

日：106/08/02~106/08/05{106-

28,7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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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化工系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張家耀;事由：帶領本系學生至日本大

阪應用大學交流;出國日：

106/08/20~106/08/28姓名：張家耀;事由：帶

領本系學生至日本大阪應用大學交流;出國

日：106/08/20~106/08/28{106-

61,466.00

98

化工系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江佳穎;事由：率本系同學赴日本大阪

工業大學交流;出國日：106/08/20~106/08/26

姓名：江佳穎;事由：率本系同學赴日本大阪

工業大學交流;出國日：

106/08/20~106/08/26{106-H106B05Z0013}

14,520.00

99

校控款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恒勇智;事由：赴英國參加「World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Congress」;出國

日：106/08/28~106/09/03姓名：恒勇智;事

由：赴英國參加「World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Congress」;出國日：

106/08/28~106/09/03{106-H106A45Z0242}

83,642.00

100

機械系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林其禹;事由：林其禹教授赴緬甸招生

，拓展本校國際生源。;出國日：

106/08/27~106/09/01姓名：林其禹;事由：林

其禹教授赴緬甸招生，拓展本校國際生源。;

出國日：106/08/27~106/09/01{106-

67,900.00

101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出國旅

費

(4)開會 姓名：顏怡文;事由：參加ICMRT及AMDP2017研

討會;出國日：106/07/07~106/07/18姓名：顏

怡文;事由：參加ICMRT及AMDP2017研討會;出

國日：106/07/07~106/07/18{106-

90,000.00

102

103學年度(三)年輕學者研

究獎助-營建 

 

(4)開會 姓名：邱建國;事由：赴首爾大學參加2017

SEEBUS 會議;出國日：106/09/07~106/09/10

姓名：邱建國;事由：赴首爾大學參加2017

SEEBUS 會議;出國日：

33,091.00

103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方劭云;事由：參訪德國慕尼黑工業大

學;出國日：106/08/24~106/09/06姓名：方劭

云;事由：參訪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出國日：

106/08/24~106/09/06{106-H106D00Z0012}

78,359.00

104

永續智慧建築設計及知識整

合

(9)業務洽談 姓名：蔡孟廷;事由：赴日本銘建工業參訪CLT

製作工廠，並洽談未來產學合作之可能性（

7/17-19）。另赴九州大學洽談學術交流簽署

事宜（7/20)。出國日：106/07/16-21;出國

日：106/07/17~106/07/20姓名：蔡孟廷;事

由：赴日本銘建工業參訪CLT製作工廠，並洽

談未來產學合作之可能性（7/17-19）。另赴

九州大學洽談學術交流簽署事宜（7/20)。出

國日：106/07/16-21;出國日：

29,2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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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校控款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王香涵;事由：參加2017歐洲教育者年

會(EAIE);出國日：106/09/10~106/09/17姓

名：王香涵;事由：參加2017歐洲教育者年會

(EAIE);出國日：106/09/10~106/09/17{106-

84,582.00

106

資管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林伯慎;事由：開會並發表;出國日：

106/09/25~106/09/30姓名：林伯慎;事由：開

會並發表;出國日：

106/09/25~106/09/30{106-H106A45Z0265}

53,696.00

107

永續智慧建築設計及知識整

合

(4)開會 姓名：潘建廷;事由：東亞四校都市計建築設

計工作營;出國日：106/07/30~106/08/10姓

名：蔡孟廷;事由：參加日本東京大學生產技

術研究所舉辦之研討會;出國日：

106/09/06~106/09/09{106-H106E01Z0048}

39,902.00

108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劉馨勤;事由：赴越南招生;出國日：

106/10/16~106/10/19姓名：劉馨勤;事由：赴

越南招生;出國日：

106/10/16~106/10/19{106-H106D00Z0014}

33,120.00

109

電子系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林丁丙;事由：前往印尼大學與ITB洽談

雙邊合作事宜暨支援ITB舉辦2017ISESD會議並

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10/15~106/10/20{106-H106C02Z0001}

44,748.00

110

電子系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陳伯奇;事由：前往印尼大學與TIB洽談

雙邊合作事宜;出國日：

106/10/15~106/10/20{106-H106C02Z0002}

45,556.00

111

永續智慧建築設計及知識整

合

(4)開會 姓名：杜功仁;事由：出席英國曼徹斯特舉行

之國際建築研討會-打造未來建築環境。利物

浦，曼徹斯特參訪行程;出國日：

106/09/03~106/09/15姓名：杜功仁;事由：出

席英國曼徹斯特舉行之國際建築研討會-打造

未來建築環境。利物浦，曼徹斯特參訪行程;

出國日：106/09/03~106/09/15{106-

43,282.00

112

校控款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李宇青;事由：參展日本大阪第十五屆

世界醫學奈米技術大會「15th World Medical

Nanotechnology Congress」;出國日：

106/10/17~106/10/20姓名：李宇青;事由：參

展日本大阪第十五屆世界醫學奈米技術大會

「15th World Medical Nanotechnology

Congress」;出國日：

52,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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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化工系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林昇佃;事由：前往日本靜岡大學與京

都纖維工大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

106/10/23~106/10/25姓名：林昇佃;事由：前

往日本靜岡大學與京都纖維工大進行學術交

流;出國日：106/10/23~106/10/25{106-

34,837.00

114

自控所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蔡明忠;事由：招生及進行學術交流;出

國日：106/10/23~106/10/25姓名：蔡明忠;事

由：招生及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

106/10/23~106/10/25{106-H106B0110001}

39,074.00

115

醫學工程研究所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王靖維;事由：參展日本大阪第十五屆

世界醫學奈米技術大會「15th World Medical

Nanotechnology Congress」;出國日：

106/10/17~106/10/20姓名：王靖維;事由：參

展日本大阪第十五屆世界醫學奈米技術大會

「15th World Medical Nanotechnology

Congress」;出國日：

25,000.00

116

校控款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王靖維;事由：參展日本大阪第十五屆

世界醫學奈米技術大會「15th World Medical

Nanotechnology Congress」;出國日：

106/10/17~106/10/20姓名：王靖維;事由：參

展日本大阪第十五屆世界醫學奈米技術大會

「15th World Medical Nanotechnology

Congress」;出國日：

18,091.00

117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周碩彥;事由：2017 CJKT Workshop;出

國日：106/10/31~106/11/04姓名：Iqbal;事

由：電資學院印尼招生;出國日：

106/10/01~106/10/07{106-H106D00Z0018}

54,309.00

118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郭景明;事由：電資學院印尼招生;出國

日：106/10/01~106/10/07{106-

55,169.00

119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沈哲州;事由：電資學院印尼招生;出國

日：106/10/01~106/10/07{106-

55,640.00

120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沈中安;事由：電資學院印尼招生;出國

日：106/10/01~106/10/07{106-

55,369.00

121

智慧城市網實系統永續應用

之研發 

(4)開會 姓名：周碩彥;事由：2017 CJKT Workshop;出

國日：106/10/31~106/11/04{106-

H106D01Z0078}

29,064.00

122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沈上翔;事由：電資學院印尼招生;出國

日：106/10/01~106/10/07姓名：沈上翔;事

由：電資學院印尼招生;出國日：

106/10/01~106/10/07{106-H106D00Z0020}

54,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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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出國旅

費

(3)訪問 姓名：顏怡文;事由：赴日本靜岡大學與京都

纖維工大招生並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

106/10/23~106/10/25姓名：顏怡文;事由：赴

日本靜岡大學與京都纖維工大招生並進行學術

交流;出國日：106/10/23~106/10/25{106-

38,897.00

124

建築系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蔡欣君;事由：10/21-29前往奧地利﹑

瑞士和德國洽談未來合作交流與課程認證事

宜;出國日：106/10/22~106/10/29姓名：蔡欣

君;事由：10/21-29前往奧地利﹑瑞士和德國

洽談未來合作交流與課程認證事宜;出國日：

106/10/22~106/10/29{106-H106A45Z0308}

53,117.00

125

電子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呂政修;事由：參加ICUMT 2017並訪問

慕尼黑工業大學;出國日：

106/11/03~106/11/12姓名：呂政修;事由：參

加ICUMT 2017並訪問慕尼黑工業大學;出國

日：106/11/03~106/11/12{106-

109,696.00

126

機械系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陳炤彰;事由：陳炤彰教授10/23-10/25

赴日本靜岡大學與京都纖維工大進行學術交流

10/25-10/28赴德島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事宜;出

國日：106/10/23~106/10/28姓名：陳炤彰;事

由：陳炤彰教授10/23-10/25赴日本靜岡大學

與京都纖維工大進行學術交流10/25-10/28赴

德島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事宜;出國日：

106/10/23~106/10/28{106-H106B03Z0013}

54,657.00

127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連國龍;事由：泰國參訪;出國日：

106/11/14~106/11/19姓名：連國龍;事由：泰

國參訪;出國日：106/11/14~106/11/19{106-

H106D00Z0021}

44,102.00

128

工管系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林久翔;事由：前往菲律賓宿霧(Cebu)

San Carlos 大學招生及討論合作事宜;出國

日：106/11/23~106/11/25姓名：林久翔;事

由：前往菲律賓宿霧(Cebu) San Carlos 大學

招生及討論合作事宜;出國日：

106/11/23~106/11/25{106-H106A45Z0317}

28,367.00

129

永續智慧建築設計及知識整

合

(4)開會 姓名：杜功仁;事由：參加「日本四國高松穴

吹設施管理學校五日培訓班」;出國日：

106/11/13~106/11/19姓名：杜功仁;事由：參

加「日本四國高松穴吹設施管理學校五日培訓

班」;出國日：106/11/13~106/11/19{106-

H106E01Z0057}

41,8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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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設計學院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鄭政利;事由：與日本東工大進型學術

交流;出國日：106/11/29~106/12/02姓名：鄭

政利;事由：與日本東工大進型學術交流;出國

日：106/11/29~106/12/02{106-

41,978.00

131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黃柏仁;事由：1116泰國參訪;出國日：

106/11/14~106/11/19姓名：黃柏仁;事由：

1116泰國參訪;出國日：

106/11/14~106/11/19{106-H106D00Z0022}

44,442.00

132

工管系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林希偉;事由：前往菲律賓宿霧(Cebu)

San Carlos 大學招生及討論合作事宜;出國

日：106/11/23~106/11/25姓名：林希偉;事

由：前往菲律賓宿霧(Cebu) San Carlos 大學

招生及討論合作事宜;出國日：

106/11/23~106/11/25{106-H106A45Z0319}

27,832.00

133

化工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陳良益;事由：2017韓日台三國化工會

議;出國日：106/11/11~106/11/15姓名：陳良

益;事由：2017韓日台三國化工會議;出國日：

106/11/11~106/11/15{106-H106B05Z0016}

34,080.00

134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呂學坤;事由：前往泰國視察當地大學;

出國日：106/11/14~106/11/19姓名：呂學坤;

事由：前往泰國視察當地大學;出國日：

106/11/14~106/11/19{106-H106D00Z0023}

44,843.00

135

機械系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陳亮光;事由：10/22-11/17陳亮光赴印

尼(泗水)理工大學參訪並協助招生;出國日：

106/10/22~106/11/17姓名：陳亮光;事由：

10/22-11/17陳亮光赴印尼(泗水)理工大學參

訪並協助招生;出國日：

106/10/22~106/11/17{106-H106B03Z0014}

50,699.00

136

企管系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張譯尹;事由：英國De Mont Fort

University 及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商

學不)洽談學術交流及招生;出國日：

106/11/01~106/11/07姓名：張譯尹;事由：英

國De Mont Fort University 及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專上學院(商學不)洽談學術交流及招生;

出國日：106/11/01~106/11/07{106-

83,361.00

137

管理學院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林久翔;事由：管院聯合招生;出國日：

106/12/04~106/12/12姓名：林久翔;事由：管

院聯合招生;出國日：

106/12/04~106/12/12{106-H106D00Z0024}

56,964.00



編號 任務類別計畫名稱 赴國外計畫內容、前往地區、天數、人數 執行數 備註

138

管理學院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陳俊男;事由：管院聯合招生-印尼;出

國日：106/12/06~106/12/12姓名：陳俊男;事

由：管院聯合招生-印尼;出國日：

106/12/06~106/12/12{106-H106D00Z0025}

33,636.00

139

企管系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葉穎蓉;事由：印尼海外招生;出國日：

106/12/07~106/12/12姓名：葉穎蓉;事由：印

尼海外招生;出國日：

106/12/07~106/12/12{106-H106A45Z0324}

45,654.00

140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出國

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翁楊絲茜;事由：訪問及招生;出國日：

106/12/15~106/12/19姓名：翁楊絲茜;事由：

訪問及招生;出國日：

106/12/15~106/12/19{106-H106F05Z0005}

40,859.00

141

工業管理系博士班研究武文

青106年4月21日至106年4月

23日赴日本名古屋(Nagoya)

參加第4屆工業工程與應用

國際會議-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VO VAN THAN;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

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工管系博士生武文青參

加第四屆工業工程與應用國際會議（ICIEA

2017）;出國日：106/04/22~106/04/26姓名：

VO VAN THAN;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

席國際學術會議工管系博士生武文青參加第四

屆工業工程與應用國際會議（ICIEA 2017）;

出國日：106/04/22~106/04/26{106-

14,673.00

142

黃炳照教授106/5/8-5/11赴

日本東京、筑波出席

MOST$NIMS Workshop及參訪

交流活動

(4)開會 姓名：黃炳照;事由：5/8-5/11赴日本東京、

筑波出席MOST&NIMS Workshop;出國日：

106/05/08~106/05/11姓名：黃炳照;事由：

5/8-5/11赴日本東京、筑波出席MOST&NIMS

Workshop;出國日：

106/05/08~106/05/11{106-L106B05Z0052}

20,363.00

143

黃炳照教授106/5/8-5/11赴

日本東京、筑波出席

MOST$NIMS Workshop及參訪

(4)開會 姓名：黃炳照;事由：5/8-5/11赴日本東京、

筑波出席MOST&NIMS Workshop;出國日：

106/05/08~106/05/11{106-L106B05Z0052}

23,783.00

144

應用科技研究所博士班研究

生李宇青106年4月18日至

106年4月21日赴澳大利亞墨

爾本參加2017國際生物醫學

影像技術研討會-機票費.註

冊費

(4)開會 姓名：李宇青;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應科所博士生李宇青赴澳洲

墨爾本參加2017國際生物醫學影像技術研討

會;出國日：106/04/16~106/04/23姓名：李宇

青;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

術會議應科所博士生李宇青赴澳洲墨爾本參加

2017國際生物醫學影像技術研討會;出國日：

106/04/16~106/04/23{106-L106A06Z0024}

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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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博士班研

究生曾瀚輝106年5月14日至

106年5月19日赴日本沖繩

(Okinawa)參加EDGE 2017-

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MANIVANNAN;事由：106/05/13-17赴札

幌(Sapporo)參加應用系統創新國際會議;出國

日：106/05/12~106/05/17姓名：曾瀚輝;事

由：106年05月14日-05月19日赴日本沖繩

(Okinawa)參加EDGE2017;出國日：

106/05/14~106/05/19{106-L106A06Z0022}

16,000.00

146

材料科技研究所博士班研究

生Manivannan106年5月13日

至106年5月17日赴日本札幌

(Sapporo)參加應用系統創

新國際會議-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MANIVANNAN;事由：106/05/13-17赴札

幌(Sapporo)參加應用系統創新國際會議;出國

日：106/05/12~106/05/17{106-

L106A06Z0020}

27,100.00

147

工業管理系Bereket研究員

106年6月赴日本東京參加

The 2nd Asian Conference

on Ergonomics and

Design(ACED2017)-機票費,

生活費.註冊費...等

(4)開會 姓名：BEREKET;事由：赴日本東京參加The

2ad Asian Conference on Ergonomics and

Design (ACED 2017);出國日：

106/05/31~106/06/06姓名：BEREKET;事由：

赴日本東京參加The 2ad Asian Conference

on Ergonomics and Design (ACED 2017);出

國日：106/05/31~106/06/06{106-

15,000.00

148

化學工程系博士班研究生

NHAN106年5月15日至106年5

月16日赴日本名古屋

(Nagoya)參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logical,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NHAN;事由：106/05/15-16赴日本名古

屋(Nagoya)參加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logical,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出國日：

106/05/13~106/05/17姓名：NHAN;事由：

106/05/15-16赴日本名古屋(Nagoya)參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logical,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出國

16,000.00

149

鄧惟中副教授106/4/16-

4/20赴日本東京出席台日研

究計畫成果發表會及參訪交

流活動

(4)開會 姓名：鄧惟中;事由：鄧惟中副教授4/16-4/20

赴日本東京出席台日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及參

訪交;出國日：106/04/16~106/04/20姓名：鄧

惟中;事由：鄧惟中副教授4/16-4/20赴日本東

京出席台日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及參訪交;出

國日：106/04/16~106/04/20{106-

16,500.00

150

鄧惟中副教授106/4/16-

4/20赴日本東京出席台日研

究計畫成果發表會及參訪交

(4)開會 姓名：鄧惟中;事由：鄧惟中副教授4/16-4/20

赴日本東京出席台日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及參

訪交;出國日：106/04/16~106/04/20{106-

37,031.00

151

資訊管理系博士班研究生卓

立庭106年5月14日至106年5

月18日赴奧地利維也納

(Vienna)參加第26屆國際科

技管理研討會2017-機票費.

註冊費

(4)開會 姓名：Prayoga;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工管系碩士生高如法至韓國

首爾參加國際工業工程，管理科學與應用會

議;出國日：106/06/10~106/06/19姓名：卓立

庭;事由：至奧地利維也納參加第26屆國際科

技管理研討會2017;出國日：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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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管理系碩士班研究生高

如法106年6月13日至106年6

月15日赴南韓首爾(Seoul)

參加國際工業工程管理科學

與應用會議-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Prayoga;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工管系碩士生高如法至韓國

首爾參加國際工業工程，管理科學與應用會

議;出國日：106/06/10~106/06/19{106-

L106A06Z0025}

16,000.00

153

化學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盧

思婷106年5月22日至106年5

月26日赴法國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參加2017春季

歐洲材料年會-機票費.註冊

費

(4)開會 姓名：Quang Tran;事由：106/6/4-8赴美國洛

杉磯(Los Angeles, California)參加2017年

ASME第12屆國際製造科學與工程大會論文集;

出國日：106/06/04~106/06/11姓名：盧思婷;

事由：本系曾堯宣教授與之碩士生盧思婷106

年5月22日至5月26日赴法國史特拉斯堡出席

「2017 spring European 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國際會議;出國日：

106/05/21~106/06/04{106-L106A06Z0038}

32,000.00

154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

Quang Tran106年6月4日至

106年6月8日赴美國洛杉磯

(Los Angeles,California)

參加2017年ASME第12屆國際

製造科學工程大會論文集-

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Quang Tran;事由：106/6/4-8赴美國洛

杉磯(Los Angeles, California)參加2017年

ASME第12屆國際製造科學與工程大會論文集;

出國日：106/06/04~106/06/11{106-

L106A06Z0039}

32,000.00

155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博士班研

究生Daniel君106年5月28日

至106年6月1日赴美國New

Orleans, St. Louisiana

State參加第231屆電化學學

術會議-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廖智盛;事由：106/6/2-4赴大陸北京

(Beijing)參加國際材料研討會;出國日：

106/06/02~106/06/07姓名：DANIEL MANA;事

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材料系博士生Daniel至美國紐奧良參加第231

屆電化學學術會議;出國日：

106/05/28~106/06/02{106-L106A06Z0029}

44,000.00

156

化學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李

偉廷106年5月28日至106年6

月1日赴美國路易斯安那州

，紐澳良參加231st國際電

化學協會研討會議-機票費.

(4)開會 姓名：李偉廷;事由：106/5/28-6/1赴美國路

易斯安那州，紐奧良參加231st國際電化學協

會研討會議;出國日：

106/05/21~106/06/04{106-L106A06Z0028}

32,000.00

157

工商業設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莊偉銘106年6月10日至106

年6月14日赴英國愛丁堡

(Edinburgh)參加Designing

Interactive Systems 2017

研討會-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莊偉銘;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設計系博士生莊偉銘赴英國

愛丁堡參加Designing Interactive System

2017;出國日：106/06/10~106/06/16姓名：莊

偉銘;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設計系博士生莊偉銘赴英國愛丁堡參

加Designing Interactive System 2017;出國

日：106/06/10~106/06/16{106-

5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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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設計系碩士班研究生

張文韋106年6月10日至106

年6月14日赴英國愛丁堡

(Edinburgh)參加第2017互

動系統設技研討會-機票費.

註冊費

(4)開會 姓名：張文韋;事由：赴英國愛丁堡科技部補

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設計系碩士生

張文韋參加2017互動系統設計研討會;出國

日：106/06/10~106/06/18姓名：張文韋;事

由：赴英國愛丁堡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

國際學術會議設計系碩士生張文韋參加2017互

動系統設計研討會;出國日：

106/06/10~106/06/18{106-L106A06Z0043}

52,000.00

159

電機工程系博士班研究生禹

道軍106年6月18日至106年6

月22日赴美國奧斯汀

(Austin)參加國際電子設計

自動化會議-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禹道軍;事由：赴美國奧斯丁科技部補

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電機系博士生

禹道軍參加國際電子設計自動化會議;出國

日：106/06/17~106/06/26姓名：禹道軍;事

由：赴美國奧斯丁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

國際學術會議電機系博士生禹道軍參加國際電

子設計自動化會議;出國日：

106/06/17~106/06/26{106-L106A06Z0042}

32,000.00

160

工業管理系博士班研究生鄭

至峰106年6月1日至106年6

月4日赴日本

Narashino,Chiba參加第二

屆亞太人因工程與設計研討

會-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鄭至峰;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工管系博士生鄭至峰參加第

二屆亞太人因工程與設計研討會;出國日：

106/06/01~106/06/04姓名：鄭至峰;事由：科

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工管系

博士生鄭至峰參加第二屆亞太人因工程與設計

研討會;出國日：106/06/01~106/06/04{106-

14,000.00

161

沈哲州教授赴德國 Ruhr-

University Ba\ochum 國外

短期研究5個月 8/2~12/31

2016

(7)研究 姓名：沈哲州;事由：赴德國Bochum科技部短

期研究;出國日：105/08/04~106/01/01姓名：

沈哲州;事由：赴德國Bochum科技部短期研究;

出國日：105/08/04~106/01/01{106-

351,391.00

162

工業管理系ZULVIA博士後研

究員106年7月赴義大利杜林

參加IEEE Computer

Society Signature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COMPSAC

2017)-機票費, 生活費.註

(4)開會 姓名：FERANI EVA;事由：赴義大利杜林參加

IEEE(COMPSAC 2017)國際會議;出國日：

106/07/01~106/07/11姓名：FERANI EVA;事

由：赴義大利杜林參加IEEE(COMPSAC 2017)國

際會議;出國日：106/07/01~106/07/11{106-

L106D01Z0073}

70,000.00

163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王俊

傑博士後研究106年7月赴日

本濱松參加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Technologies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LTLE2017)-

(4)開會 姓名：;事由：王俊傑博士後研究員於106年7

月9~13日赴日本參加LTLE2017國際研討會;出

國日：106/07/09~106/07/13姓名：;事由：王

俊傑博士後研究員於106年7月9~13日赴日本參

加LTLE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7/09~106/07/13{106-L106F05Z0038}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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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設計系林廷宜副教授

106年7月赴加拿大溫哥華參

加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2017-機票

費, 生活費.註冊費...等

(4)開會 姓名：林廷宜;事由：赴加拿大溫哥華參加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2017;出國日：106/07/08~106/07/16姓名：林

廷宜;事由：赴加拿大溫哥華參加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2017;

出國日：106/07/08~106/07/16{106-

90,000.00

165

電機工程系蘇順豐教授組團

於106年6月赴日本參加2017

Joint 17th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Fuzzy

Systems Association and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

Computing and

(4)開會 姓名：蘇順豐;事由：赴日本參加IFSA-SCIS

2017研討會;出國日：106/06/26~106/06/30姓

名：蘇順豐;事由：赴日本參加IFSA-SCIS

2017研討會;出國日：

106/06/26~106/06/30{106-L106C01Z0013}

54,166.00

166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碩士

班研究生郭渼萱106年7月9

日至106年7月13日赴日本濱

松(Hamamatsu)參加第6屆國

際學習技術與學習環境會

議-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郭渼萱;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數位所

碩士生郭渼萱同學參加第六屆國際學習技術與

學習環境會議;出國日：106/07/08~106/07/14

姓名：郭渼萱;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數位所

碩士生郭渼萱同學參加第六屆國際學習技術與

學習環境會議;出國日：

28,000.00

167

機械工程系博士班研究生柯

季良106年7月5日至106年7

月7日赴日本金澤市參加the

1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puttering

& plasma processes 研討

會-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柯季良;事由：7/2-7/7柯季良赴日本

(金澤市)參加會議;出國日：

106/07/02~106/07/07姓名：柯季良;事由：

7/2-7/7柯季良赴日本(金澤市)參加會議;出國

日：106/07/02~106/07/07{105-

L105A06Z0002}

14,000.00

168

醫學工程研究所高震宇助理

教授106年7月赴美國波士頓

參加2017 Controlled

Release Society Annual

Meeting-機票費, 生活費.

(4)開會 姓名：高震宇;事由：至美國波士頓參加學術

研討會;出國日：106/08/16~106/08/19姓名：

高震宇;事由：至美國波士頓參加學術研討會;

出國日：106/08/16~106/08/19{106-

L106I03Z0001}

50,000.00

169

周錫熙助理教授106/7/1-

7/14赴英國愛丁堡皇家學院

研究訪問

(3)訪問 姓名：周錫熙;事由：科技部與英國愛丁堡皇

家學院人員短期訪問計畫(出國);出國日：

106/08/06~106/08/24姓名：周錫熙;事由：科

技部與英國愛丁堡皇家學院人員短期訪問計畫

(出國);出國日：106/08/06~106/08/24{106-

L106C02Z0028}

51,0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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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博士班研

究生林仕恒106年7月9日至

106年7月13日赴匈牙利布達

佩斯(Budapest)參加第15屆

歐洲陶瓷年會-機票費.註冊

費

(4)開會 姓名：林仕恆;事由：7/9-13赴匈牙利布達佩

斯(Budapest)參加第15屆歐洲陶瓷年會;出國

日：106/07/08~106/07/14姓名：林仕恆;事

由：7/9-13赴匈牙利布達佩斯(Budapest)參加

第15屆歐洲陶瓷年會;出國日：

106/07/08~106/07/14{106-L106A06Z0049}

44,000.00

171

機械工程系博士班研究生

Truong Van106年6月27日至

106年6月30日赴日本小樽

(Otsu)參加17th World

Comgress of

International Fuzzy

Systems Association and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

Computing and

(4)開會 姓名：TRUONG NGUY;事由：106/06/27-30赴日

本小樽(Otsu)參加17th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Fuzzy Systems Association

and 9th Inte;出國日：106/06/27~106/07/07

姓名：TRUONG NGUY;事由：106/06/27-30赴日

本小樽(Otsu)參加17th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Fuzzy Systems Association

and 9th Inte;出國日：

106/06/27~106/07/07{106-L106A06Z0051}

16,000.00

172

化學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王

愷廷106年7月14日至106年7

月16日赴西班牙巴塞隆納

(Barcelona)參加第8屆國際

化學與化學工程會議-機票

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王愷廷;事由：106/7/14-16赴西班牙巴

塞隆納(Barcelona)參加第八屆國際化學與化

學工程會議;出國日：106/07/08~106/07/17姓

名：王愷廷;事由：106/7/14-16赴西班牙巴塞

隆納(Barcelona)參加第八屆國際化學與化學

工程會議;出國日：

53,054.00

173

應用科技研究所博士班研究

生黃育賢106年7月9日至106

年7月13日赴日本濱松

(Hananatsu)參加第6屆學習

科技與學習環境國際研討會

(LTLE2017)-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黃育賢;事由：106/7/9-13赴日本濱松

(Hamamatsu)參加第六屆學習科技與學習環境

國際研討會(LTLE 2017);出國日：

106/07/07~106/07/16姓名：黃育賢;事由：

106/7/9-13赴日本濱松(Hamamatsu)參加第六

屆學習科技與學習環境國際研討會(LTLE

2017);出國日：106/07/07~106/07/16{106-

24,694.00

174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博士班研

究生林柏均106年7月11日至

106年7月15日赴印度浦那

(Pune)參加第8屆先進材料

發展與功能國際研討會-機

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林柏均;事由：106/07/11-15赴印度浦

那(Pune)參加第八屆先進材料發展與功能國際

研討會;出國日：106/07/07~106/07/16姓名：

林柏均;事由：106/07/11-15赴印度浦那

(Pune)參加第八屆先進材料發展與功能國際研

討會;出國日：106/07/07~106/07/16{106-

28,000.00

175

電機工程系博士班研究生

Quoc-Viet106年6月27日至

106年6月30日赴日本小樽

(Otsu)參加IFSA-SCIC

2017-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TRAN QUOC V;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電

機工程系博士生Quoc-Viet同學出席IFSA-

SCIS2017;出國日：106/06/27~106/07/04姓

名：TRAN QUOC V;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電機

工程系博士生Quoc-Viet同學出席IFSA-

SCIS2017;出國日：

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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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梁

智傑106年7月21日至106年7

月23日赴越南胡志明市(Ho

Chi Minh City)參加系統科

學與工程國際研討會-機票

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梁智傑;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電機工

程系碩士生梁智傑同學出席系統科學與工程國

際研討會;出國日：106/07/21~106/08/05姓

名：梁智傑;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電機工程

系碩士生梁智傑同學出席系統科學與工程國際

研討會;出國日：106/07/21~106/08/05{106-

14,000.00

177

2020年國際光電與與通研討

會

(4)開會 姓名：李三良;事由：新加坡參加國際光電與

通訊研討會;出國日：106/07/30~106/08/03姓

名：李三良;事由：新加坡參加國際光電與通

訊研討會;出國日：

15,000.00

178

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博士班

研究生吳翰承106年7月17日

至106年7月20日赴美國拉斯

維加斯(Las Vegas,

Nevada)參加第21屆國際影

像處理,電腦視覺,圖案識別

研討會-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吳翰承;事由：106/07/17-20赴美國拉

斯維加斯(Las Vegas, Nevada)參加第21屆國

際影像處理,圖案識別研討會;出國日：

106/07/16~106/07/26姓名：吳翰承;事由：

106/07/17-20赴美國拉斯維加斯(Las Vegas,

Nevada)參加第21屆國際影像處理,圖案識別研

討會;出國日：106/07/16~106/07/26{106-

L106A06Z0059}

28,000.00

179

輔助國內大專院校及民間團

體赴東南亞僑校志願服務計

畫

(3)訪問 姓名：黃淑懃;事由：106泰北清萊愛與交流海

外服務;出國日：106/06/26~106/08/05姓名：

黃淑懃;事由：106泰北清萊愛與交流海外服

務;出國日：106/06/26~106/08/05{106-

48,000.00

180

台法雙方合作研究計畫人員

交流PHC計畫-新穎多功能金

屬-金屬氧化物奈米材料之

研究(2/2)

(4)開會 姓名：材料系陳詩芸教授;事由：執行台法雙

方合作研究計畫與參加3rd World Congress

on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會議;

出國日：106/08/15~106/08/28姓名：材料系

陳詩芸教授;事由：執行台法雙方合作研究計

畫與參加3rd World Congress on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會議;出國日：

106/08/15~106/08/28{106-L106B02Z0028}

46,000.00

181

化學工程系納奇

SANTHANAMOORTHI

NACHIMUTHU博士後106年7月

赴澳大利亞墨爾本參加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 and Sustainable

Chemistry-機票費, 生活

(4)開會 姓名：NACHIMUTHU;事由：至澳洲墨爾本參加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

and Sustainable」;出國日：

106/07/22~106/07/29姓名：NACHIMUTHU;事

由：至澳洲墨爾本參加「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 and Sustainable」;出

國日：106/07/22~106/07/29{106-

80,000.00

182

臺德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

計畫-可軟體定義晶片網路

校能評估(1/2)

(3)訪問 姓名：電子系阮聖彰教授;事由：臺德

Dortmund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計畫;出國日：

106/08/06~106/08/21姓名：電子系阮聖彰教

授;事由：臺德Dortmund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

計畫;出國日：106/08/06~106/08/21{106-

11,7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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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臺德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

計畫-可軟體定義晶片網路

校能評估(1/2)

(3)訪問 姓名：電子系阮聖彰教授;事由：臺德

Dortmund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計畫;出國日：

106/08/06~106/08/21{106-L106C02Z0036}

16,428.00

184

臺德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

計畫-可軟體定義晶片網路

校能評估(1/2)

(3)訪問 姓名：電子系阮聖彰教授;事由：臺德

Dortmund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計畫;出國日：

106/08/06~106/08/21{106-L106C02Z0036}

1,627.00

185

臺德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

計畫-可軟體定義晶片網路

校能評估(2/2)

(3)訪問 姓名：電子系阮聖彰教授;事由：臺德

Dortmund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計畫;出國日：

106/08/06~106/08/21{106-L106C02Z0037}

16,207.00

186

臺德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

計畫-可軟體定義晶片網路

校能評估(2/2)

(3)訪問 姓名：電子系阮聖彰教授;事由：臺德

Dortmund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計畫;出國日：

106/08/06~106/08/21{106-L106C02Z0037}

39,908.00

187

台德(MOST-DAAD)合作研究

訪問案

(3)訪問 姓名：廖德章;事由：廖德章教授於106年8月8

日至8月25日赴德國德勒斯登執行科技部台德

雙邊互訪計畫;出國日：106/08/08~106/08/24

姓名：廖德章;事由：廖德章教授於106年8月8

日至8月25日赴德國德勒斯登執行科技部台德

雙邊互訪計畫;出國日：

54,000.00

188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賴

德欣106年7月16日至106年7

月20日赴美國芝加哥

(Chicago, Illinois)參加

2017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電

力與能原協會年會-機票費.

(4)開會 姓名：賴德欣;事由：參加 2017 IEEE PES

General Meeting;出國日：

106/07/15~106/07/27姓名：賴德欣;事由：參

加 2017 IEEE PES General Meeting;出國

日：106/07/15~106/07/27{106-

L106A06Z0058}

32,000.00

189

工業管理系碩士班研究生莊

滿如106年8月3日至106年8

月5日赴美國芝加哥

(Chicago, Illinois)參加

地23屆ISSAT可靠度與品質

設計國際研討會-機票費.註

冊費

(4)開會 姓名：莊滿如;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工業管

理研究所碩士莊滿如同學出席第二十三屆

ISSAT可靠度與品質設計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8/01~106/08/10姓名：莊滿如;事由：科

技部補助本校工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莊滿如同學

出席第二十三屆ISSAT可靠度與品質設計國際

研討會;出國日：106/08/01~106/08/10{106-

28,000.00

190

工業管理系博士班研究生阮

氏芳106年8月3日至106年8

月5日赴美國芝加哥

(Chicago, Illinois)參加

第23屆ISSAT可靠度與品質

設計國際研討會-機票費.註

冊費

(4)開會 姓名：PHUONG NGUY;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工

業管理系研究所博士阮氏芳同學出席第二十三

屆ISSAT可靠度與品質設計國際研討會;出國

日：106/08/01~106/08/10姓名：PHUONG

NGUY;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工業管理系研究

所博士阮氏芳同學出席第二十三屆ISSAT可靠

度與品質設計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8/01~106/08/10{106-L106A06Z0055}

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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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

Quan Ngoc106年6月27日至

106年6月30日赴日本小樽

(Otsu)參加17th World

Comgress of

International Fuzzy

Systems Association and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

Computing and

(4)開會 姓名：QUAN NGOC;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電機

工程系碩士生Quan Ngoc同學出席17th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 Computing and In;出國日：

106/06/27~106/07/04姓名：QUAN NGOC;事

由：科技部補助本校電機工程系碩士生Quan

Ngoc同學出席17th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

Computing and In;出國日：

106/06/27~106/07/04{106-L106A06Z0057}

11,236.00

192

化學工程系黃延吉教授106

年8月赴美國華盛頓特區參

加2017年美國化學會秋季年

會-機票費, 生活費.註冊

費...等

(4)開會 姓名：化工系黃延吉教授;事由：赴美國華盛

頓特區出席「2017年美國化學會秋季年會」;

出國日：106/08/17~106/08/25姓名：化工系

黃延吉教授;事由：赴美國華盛頓特區出席

「2017年美國化學會秋季年會」;出國日：

106/08/17~106/08/25{106-L106B05Z0068}

50,000.00

193

鄭瑞光教授赴捷克布拉格理

工大學國外短期研究3個月

6/7~9/3 2016

(7)研究 姓名：鄭瑞光;事由：科技部短期研究;出國

日：105/06/07~105/08/31姓名：鄭瑞光;事

由：科技部短期研究;出國日：

105/06/07~105/08/31{106-L106B03Z0037}

303,678.00

194

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博士班

研究生吳翰承106年7月17日

至106年7月20日赴美國拉斯

維加斯(Las Vegas,

Nevada)參加第21屆國際影

像處理,電腦視覺,圖案識別

研討會-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吳翰承;事由：106/07/17-20赴美國拉

斯維加斯(Las Vegas, Nevada)參加第21屆國

際影像處理,圖案識別研討會;出國日：

106/07/16~106/07/26姓名：吳翰承;事由：

106/07/17-20赴美國拉斯維加斯(Las Vegas,

Nevada)參加第21屆國際影像處理,圖案識別研

討會;出國日：106/07/16~106/07/26

28,000.00

195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李

政隆106年9月11日至106年9

月15日赴南韓濟州(Cheju)

參加歐亞電漿表面功成國際

會議-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李政龍;事由：106/9/11-15赴南韓濟州

(Cheju)參加歐亞電漿表面工程國際會議;出國

日：106/09/09~106/09/20姓名：李政龍;事

由：106/9/11-15赴南韓濟州(Cheju)參加歐亞

電漿表面工程國際會議;出國日：

106/09/09~106/09/20{106-L106A06Z0069}

14,000.00

196

化學工程系博士班研究生王

路祺106年8月27日至106年8

月29日赴印尼巴里島(Bali

Island)參加第4屆亞洲-太

平洋地區工程及應用科學會

議-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LU KI;事由：106/08/27-29赴印尼巴里

島(Bali Island)參加第四屆亞洲-太平洋地區

工程及應用科學會議;出國日：

106/08/10~106/08/31姓名：LU KI;事由：

106/08/27-29赴印尼巴里島(Bali Island)參

加第四屆亞洲-太平洋地區工程及應用科學會

議;出國日：106/08/10~106/08/31{106-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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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應用科技研究所博士班研究

生林旻翰106年8月14日至

106年8月17日赴美國洛杉磯

(Los Angeles,

California)參加2017先進

材料研討會-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林旻翰;事由：106/8/14-17赴美國洛杉

磯(Los Angeles, California)參加2017先進

材料研討會;出國日：106/08/12~106/08/20姓

名：林旻翰;事由：106/8/14-17赴美國洛杉磯

(Los Angeles, California)參加2017先進材

料研討會;出國日：

106/08/12~106/08/20{106-L106A06Z0060}

55,000.00

198

應用科技研究所博士班研究

生Tibebu A.106年8月27日

至106年9月1日赴美國羅德

島(Rhode Island)參加第68

屆國際電化學年會-機票費.

註冊費

(4)開會 姓名：應科所TIBEBU學生;事由：106/8/27-

9/1赴美國羅德島(Rhode Island)參加第六十

八屆國際電化學年會;出國日：

106/08/26~106/09/04姓名：應科所TIBEBU學

生;事由：106/8/27-9/1赴美國羅德島(Rhode

Island)參加第六十八屆國際電化學年會;出國

日：106/08/26~106/09/04{106-

32,000.00

199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碩士

班研究生張若筠106年8月23

日至106年8月25日赴日本札

幌(Sapporo)參加2017國際

教育，心理學和學習會議-

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張若筠;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數位所

碩士生張若筠同學參加日本札幌2017國際教

育、心理學和學習會議;出國日：

106/08/22~106/08/29姓名：張若筠;事由：科

技部補助本校數位所碩士生張若筠同學參加日

本札幌2017國際教育、心理學和學習會議;出

國日：106/08/22~106/08/29{106-

21,988.00

200

電子工程系博士班研究生

Deepa K106年8月9日至106

年8月11日赴印度清奈

(Chennai)參加第四屆國際

納米科學和納米技術研討

會-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DEEPA KATHI;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電

子工程研究所博士Deepa K同學出席印度清奈

第四屆國際納米科學和納米技術研討會;出國

日：106/07/29~106/08/24姓名：DEEPA

KATHI;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電子工程研究所

博士Deepa K同學出席印度清奈第四屆國際納

米科學和納米技術研討會;出國日：

106/07/29~106/08/24{106-L106A06Z0063}

14,000.00

201

企業管理系盛麗慧副教授

106年8月赴美國舊金山參加

2017 Summer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Conference-機票費, 生活

(4)開會 姓名：企管系盛麗慧副教授;事由：至美國舊

金山出席AMA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8/02~106/08/07姓名：企管系盛麗慧副

教授;事由：至美國舊金山出席AMA2017國際研

討會;出國日：106/08/02~106/08/07{106-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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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工業管理系博士班研究生

Winarno106年8月20日至106

年8月23日赴大陸北京

(Beijing)參加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Logistics and SCM

Systems(ICLS)2017-機票

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Winarno;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工管系

博士Winarno同學出席ICLS2017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Logistics and

SCM Systems;出國日：106/08/20~106/08/22

姓名：Winarno;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工管系

博士Winarno同學出席ICLS2017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Logistics and

SCM Systems;出國日：

106/08/20~106/08/22{106-L106A06Z0066}

14,000.00

203

建築系博士班研究生萬自立

106年9月3日至106年9月10

日赴南韓首爾參加UIA2017

首爾世界建築師大會-機票

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萬自立;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建築系

博士生萬自立同學出席UIA2017韓國首爾世界

建築師大會;出國日：106/09/03~106/09/06姓

名：萬自立;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建築系博

士生萬自立同學出席UIA2017韓國首爾世界建

築師大會;出國日：

12,976.00

204

機械工程系林柏廷副教授

106年8月赴美國Cleveland

參加ASME 2017

International Design and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nferences & Computers

and Information in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DETC/CIE2017-機票費, 生

(4)開會 姓名：機械系林柏廷副教授;事由：8/3-8/11

林柏廷赴美國(克里夫蘭)參加ASEM2017會議;

出國日：106/08/03~106/08/11姓名：機械系

林柏廷副教授;事由：8/3-8/11林柏廷赴美國

(克里夫蘭)參加ASEM2017會議;出國日：

106/08/03~106/08/11{106-L106B03Z0038}

30,000.00

205

應用科技研究所馬哈茂德博

士後研究員106年9月赴越南

河內參加6th Asian

Symposium on Advanced

Materials (ASAM-6):

Chemistry, Physics and

Biomedicine of

Functional and Novel

(4)開會 姓名：Mahmoud Moh;事由：參加研討會並發表

論文;出國日：106/09/23~106/10/01姓名：

Mahmoud Moh;事由：參加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出國日：106/09/23~106/10/01{106-

L106I05Z0033}

32,000.00

206

色彩照明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研究生葉楚芸106年10月23

日至106年10月25日赴南韓

濟州參加2017國際照明委員

會之期中會議暨國際研討

會-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劉憶涵;事由：106/10/16-20赴南韓濟

州參加第13屆國際色彩協會研討會;出國日：

106/10/15~106/10/23姓名：葉楚芸;事由：

106/10/23-25赴南韓濟州參加2017國際照明委

員會之期中會議暨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10/21~106/10/27{106-L106A06Z0073}

16,8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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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色彩照明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研究生劉憶涵106年10月16

日至106年10月20日赴南韓

濟州參加第13屆國際色彩協

會研討會-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劉憶涵;事由：106/10/16-20赴南韓濟

州參加第13屆國際色彩協會研討會;出國日：

106/10/15~106/10/23{106-L106A06Z0074}

14,000.00

208

應用科技研究所碩士班研究

生林品伶106年10月1日至

106年10月5日赴美國華盛頓

特區(Washington)參加電化

學協會會議-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林品伶;事由：106/10/01-05赴美國華

盛頓特區(Washington)參加電化學協會會議;

出國日：106/09/29~106/10/11姓名：林品伶;

事由：106/10/01-05赴美國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參加電化學協會會議;出國日：

106/09/29~106/10/11{106-L106A06Z0071}

28,000.00

209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博士班研

究生李世偉106年10月11日

至106年10月13日赴南韓濟

州參加泛亞太區現代智慧型

高分子研討會-機票費.註冊

費

(4)開會 姓名：李世偉;事由：106/10/11-13赴南韓濟

州參加泛亞太區現代智慧型高分子研討會;出

國日：106/10/11~106/10/14姓名：李世偉;事

由：106/10/11-13赴南韓濟州參加泛亞太區現

代智慧型高分子研討會;出國日：

106/10/11~106/10/14{106-L106A06Z0072}

14,000.00

210

化學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郭

禮銘106年10月1日至106年

10月5日赴美國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參加232nd 國

際電化學研討會-機票費.註

冊費

(4)開會 姓名：郭禮銘;事由：106/10/1-5赴美國華盛

頓特區(Washington)參加232nd國際電化學研

討會;出國日：106/09/28~106/10/08姓名：郭

禮銘;事由：106/10/1-5赴美國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參加232nd國際電化學研討會;出

國日：106/09/28~106/10/08{106-

28,000.00

211

電子工程系博士班研究生陳

愷德106年10月24日至106年

10月26日赴新加坡參加亞洲

能源.電力和運輸電氣化-機

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陳愷德;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電子工

程系博士生陳愷德同學出席亞洲能源、電力和

運輸電氣化;出國日：106/10/24~106/10/28姓

名：陳愷德;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電子工程

系博士生陳愷德同學出席亞洲能源、電力和運

輸電氣化;出國日：

14,000.00

212

工業管理系博士班研究生

Jean-Raymond 106年12月22

日至106年12月25日赴美國

休士頓參加2017 INFORMS

Annual Conference-機票

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JEAN-RAYMON;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工

業管理系博士生Jean-Raymond同學出席2017

INFORMS Annual Conference;出國日：

106/10/22~106/11/03姓名：JEAN-RAYMON;事

由：科技部補助本校工業管理系博士生Jean-

Raymond同學出席2017 INFORMS Annual

Conference;出國日：

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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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機械工程系黎明德博士後研

究員106年11月赴日本福岡

參加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Applied Science-Fall

Session (ICETA-FALL

2017)-機票費, 生活費.註

(4)開會 姓名：LE MINH DUC;事由：11/4-11/11博士後

研究員LE MINH DUC 赴日本(福岡)參加會議;

出國日：106/11/04~106/11/11姓名：LE MINH

DUC;事由：11/4-11/11博士後研究員LE MINH

DUC 赴日本(福岡)參加會議;出國日：

106/11/04~106/11/11{106-L106B03Z0046}

32,000.00

214

應用科技研究所碩士班研究

生游睿涵106年10月22日至

106年10月25日赴南韓濟州

參加2017年CIE會議-機票

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游睿涵;事由：106/10/2-25赴南韓濟州

參加2017年CIE會議;出國日：

106/10/21~106/10/29姓名：游睿涵;事由：

106/10/2-25赴南韓濟州參加2017年CIE會議;

出國日：106/10/21~106/10/29{106-

17,000.00

215

色彩照明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研究生黃炫凱106年10月20

日至106年10月28日赴南韓

濟州參加國際照明委員會

2017中期研討會-機票費.註

冊費

(4)開會 姓名：黃炫凱;事由：106/10/20-28赴南韓濟

州參加國際照明委員會2017中期研討會;出國

日：106/10/21~106/10/27姓名：黃炫凱;事

由：106/10/20-28赴南韓濟州參加國際照明委

員會2017中期研討會;出國日：

106/10/21~106/10/27{106-L106A06Z0079}

18,470.00

216

李三良教授組團於106年11

月赴日本參加22nd

Microoptics

Conference(MOC2017)

(4)開會 姓名：徐世祥;事由：日本東京發表文章並籌

組MOC2018國際會議;出國日：

106/11/18~106/11/23姓名：徐世祥;事由：日

本東京發表文章並籌組MOC2018國際會議;出國

日：106/11/18~106/11/23{106-

73,374.00

217

李三良教授組團於106年11

月赴日本參加22nd

Microoptics

Conference(MOC2017)

(4)開會 姓名：李三良;事由：日本東京MOC 2017微光

學國際研討會;出國日：106/11/18~106/11/23

姓名：李三良;事由：日本東京MOC 2017微光

學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11/18~106/11/23{106-L106C02Z0062}

75,039.00

218

李三良教授組團於106年11

月赴日本參加22nd

Microoptics

Conference(MOC2017)

(4)開會 姓名：中山大學洪勇智副教授;事由：日本東

京MOC2017 微光學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11/18~106/11/20姓名：中山大學洪勇智

副教授;事由：日本東京MOC2017 微光學國際

研討會;出國日：106/11/18~106/11/20{106-

28,704.00

219

李三良教授組團於106年11

月赴日本參加22nd

Microoptics

Conference(MOC2017)

(4)開會 姓名：交通大學盧廷昌教授;事由：日本東京

22nd Microoptics Conference（MOC2017）;

出國日：106/11/18~106/11/22姓名：交通大

學盧廷昌教授;事由：日本東京22nd

Microoptics Conference（MOC2017）;出國

日：106/11/18~106/11/22{106-

70,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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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色彩照明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研究生陸庭筠106年10月20

日至106年10月28日赴南韓

濟州參加國際照明委員會

2017中期研討會-機票費.註

冊費

(4)開會 姓名：陸庭筠;事由：106/10/20-28赴南韓濟

州參加國際照明委員會2017中期研討會;出國

日：106/10/21~106/10/29姓名：陸庭筠;事

由：106/10/20-28赴南韓濟州參加國際照明委

員會2017中期研討會;出國日：

106/10/21~106/10/29{106-L106A06Z0080}

20,000.00

221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博士班研

究生周?卉106年10月26日至

106年10月28日赴日本大阪

參加第13屆先進材料與奈米

科技國際研討會-機票費.註

冊費

(4)開會 姓名：周?卉;事由：106/10/26-28赴日本大阪

參加第13屆先進材料與奈米科技國際研討會;

出國日：106/10/22~106/10/31姓名：周?卉;

事由：106/10/26-28赴日本大阪參加第13屆先

進材料與奈米科技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10/22~106/10/31{106-L106A06Z0075}

25,000.00

222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博士班研

究生Dung 106年11月12日至

106年11月14日赴南韓首爾

參加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medical

and Bioinformatics

Engineering(ICBBE 2017)-

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DUNG;事由：106/11/12-14赴南韓首爾

參加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medical and Bioinformatics

Engineering;出國日：106/11/10~106/11/15

姓名：DUNG;事由：106/11/12-14赴南韓首爾

參加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medical and Bioinformatics

Engineering;出國日：

14,000.00

223

臺德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

計畫-可軟體定義晶片網路

校能評估(2/2)

(3)訪問 姓名：電子系劉浚宇學生;事由：台德PPP計畫

，赴德國多特蒙德雙邊研究計畫-可軟體定義

晶片網路效能評估;出國日：

106/09/17~106/12/15姓名：電子系劉浚宇學

生;事由：台德PPP計畫，赴德國多特蒙德雙邊

研究計畫-可軟體定義晶片網路效能評估;出國

日：106/09/17~106/12/15{106-

66,785.00

224

臺德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

計畫-可軟體定義晶片網路

校能評估(2/2)

(3)訪問 姓名：電子系劉浚宇學生;事由：台德PPP計畫

，赴德國多特蒙德雙邊研究計畫-可軟體定義

晶片網路效能評估;出國日：

106/09/17~106/12/15{106-L106C02Z0065}

38,211.00

225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3)訪問 姓名：郭庭魁;事由：執行校園衍生創業團隊

赴矽谷計畫;出國日：106/05/25~106/06/01姓

名：郭庭魁;事由：執行校園衍生創業團隊赴

矽谷計畫;出國日：

75,287.00

226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3)訪問 姓名：楊仕凡;事由：本校選拔校園衍生創業

團隊赴矽谷計畫;出國日：

106/05/17~106/06/01姓名：楊仕凡;事由：本

校選拔校園衍生創業團隊赴矽谷計畫;出國

日：106/05/17~106/06/01{106-M106POZ0043}

1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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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4)開會 姓名：邱煌仁;事由：台科大師生團隊參加

2017年國際未來能源挑戰賽決賽;出國日：

106/07/22~106/07/27姓名：邱煌仁;事由：台

科大師生團隊參加2017年國際未來能源挑戰賽

決賽;出國日：106/07/22~106/07/27{106-

86,148.00

228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4)開會 姓名：戴世寬;事由：台科大師生團隊參加

2017年國際未來能源挑戰賽決賽;出國日：

106/07/22~106/07/27姓名：戴世寬;事由：台

科大師生團隊參加2017年國際未來能源挑戰賽

決賽;出國日：106/07/22~106/07/27{106-

55,408.00

229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4)開會 姓名：蕭丞佑;事由：台科大師生團隊參加

2017年國際未來能源挑戰賽決賽;出國日：

106/07/22~106/07/27姓名：蕭丞佑;事由：台

科大師生團隊參加2017年國際未來能源挑戰賽

決賽;出國日：106/07/22~106/07/27{106-

86,148.00

230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4)開會 姓名：黃秉翔;事由：台科大師生團隊參加

2017國際未來能源挑戰賽決賽;出國日：

106/07/22~106/07/27姓名：黃秉翔;事由：台

科大師生團隊參加2017國際未來能源挑戰賽決

賽;出國日：106/07/22~106/07/27{106-

86,148.00

231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4)開會 姓名：李仲恆;事由：台科大師生團隊參加

2017年國際未來能源挑戰賽決賽;出國日：

106/07/22~106/07/27姓名：李仲恆;事由：台

科大師生團隊參加2017年國際未來能源挑戰賽

決賽;出國日：106/07/22~106/07/27{106-

86,148.00

232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3)訪問 姓名：黃齡嬌、洪巧娟、郭景明、熊浩恩;事

由：訪問台科大矽谷中心;出國日：

106/08/07~106/08/13   

姓名：郭庭魁;事由：學海築夢計畫 及 台科

矽谷計畫;出國日：106/08/24~106/09/13姓

名：黃齡嬌;事由：訪問台科大矽谷中心;出國

日：106/08/07~106/08/13{106-M106POZ0072}

110,841.00

233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3)訪問 姓名：洪巧娟;事由：參訪美國臺科大矽谷中

心;出國日：106/08/07~106/08/13{106-

109,519.00

234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3)訪問 姓名：郭景明;事由：參訪美國臺科大矽谷中

心;出國日：106/08/07~106/08/13{106-

109,040.00

235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3)訪問 姓名：熊浩恩;事由：參訪美國臺科大矽谷中

心;出國日：106/08/07~106/08/13{106-

109,582.00

236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3)訪問 姓名：郭庭魁;事由：學海築夢計畫 及 台科

矽谷計畫;出國日：

106/08/24~106/09/13{106-M106POZ0068}

4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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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4)開會 姓名：賴坤財;事由：至新加坡參加NGLS會議;

出國日：106/09/25~106/09/28姓名：賴坤財;

事由：至新加坡參加NGLS會議;出國日：

106/09/25~106/09/28{106-M106POZ0089}

73,005.00

238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1)考察 姓名：廖慶榮;事由：「2017教育部典範科技

大學參訪北歐地區國家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與產

學合作機制計畫」考察團;出國日：

106/09/23~106/10/01姓名：廖慶榮;事由：

「2017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參訪北歐地區國家

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機制計畫」考察

團;出國日：106/09/23~106/10/01{106-

242,544.00

239

經常費-東京工業大學計畫/

中心

(3)訪問 姓名：張佑丞;事由：參訪東京工業大學與東

京芝浦大學進行實驗室訪問;出國日：

106/10/18~106/10/24姓名：張佑丞;事由：參

訪東京工業大學與東京芝浦大學進行實驗室訪

問;出國日：106/10/18~106/10/24{106-

25,000.00

240

經常費-東京工業大學計畫/

中心

(3)訪問 姓名：李思毅;事由：參訪東京工業大學與東

京芝浦大學進行實驗室訪問;出國日：

106/10/18~106/10/24姓名：李思毅;事由：參

訪東京工業大學與東京芝浦大學進行實驗室訪

問;出國日：106/10/18~106/10/24{106-

25,000.00

241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江泰槿;事由：赴東京工業大學討論後

續可能合作之規劃事宜;出國日：

106/10/24~106/10/29姓名：江泰槿;事由：赴

東京工業大學討論後續可能合作之規劃事宜;

出國日：106/10/24~106/10/29{106-

63,804.00

242

經常費-東京工業大學計畫/

中心

(9)業務洽談 姓名：游進陽;事由：日本東京工業大學洽談

雙邊研究合作事宜;出國日：

106/10/24~106/10/26姓名：游進陽;事由：日

本東京工業大學洽談雙邊研究合作事宜;出國

日：106/10/24~106/10/26{106-M106POZ0107}

36,725.00

243

經常費-東京工業大學計畫/

中心

(4)開會 姓名：江佳穎;事由：東工大會議;出國日：

106/10/22~106/11/02姓名：江佳穎;事由：東

工大會議;出國日：

106/10/22~106/11/02{106-M106POZ0114}

50,000.00

244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3)訪問 姓名：朱瑾;事由：至東京工業大學參訪;出國

日：106/11/27~106/11/29姓名：朱  瑾;事

由：至東京工業大學參訪;出國日：

106/11/27~106/11/29{106-M106POZ0117}

42,3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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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經常費-師徒制工藝大師 

 

(9)業務洽談 姓名：陳彥廷;事由：開發學生交流、交換、

實習機會;出國日：106/10/12~106/10/19姓

名：陳彥廷;事由：開發學生交流、交換、實

習機會;出國日：106/10/12~106/10/19{106-

98,188.00

246

經常費-東京工業大學計畫/

中心

(9)業務洽談 姓名：史學歡;事由：參加在日本東京工業大

學與蔡耀汪教授討論台科與東工大先期合作研

究計畫;出國日：106/11/23~106/11/26姓名：

史學歡;事由：參加在日本東京工業大學與蔡

耀汪教授討論台科與東工大先期合作研究計

畫;出國日：106/11/23~106/11/26{106-

40,829.00

247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3)訪問 姓名：王丞浩;事由：106年11月27日至30日拜

訪東京工業大學並與日方企業進行交流。;出

國日：106/11/27~106/11/29姓名：王丞浩;事

由：106年11月27日至30日拜訪東京工業大學

並與日方企業進行交流。;出國日：

106/11/27~106/11/29{106-M106POZ0123}

37,818.00

248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3)訪問 姓名：蔡鴻文;事由：與東京工業大學術交流

與合作;出國日：106/11/27~106/11/29{106-

M106POZ0124}

38,837.00

249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3)訪問 姓名：江泰槿;事由：106年11月27日至30日辦

訪東京工業大學並與日方企業進行交流;出國

日：106/11/27~106/11/30{106-M106POZ0125}

45,853.00

250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4)開會 姓名：王又正;事由：本校選拔校園衍生創業

團隊赴矽谷計劃;出國日：

106/08/15~106/09/15姓名：王又正;事由：本

校選拔校園衍生創業團隊赴矽谷計劃;出國

日：106/08/15~106/09/15{106-M106POZ0126}

250,000.00

251

經常費-東京工業大學計畫/

中心

(4)開會 2017/12/25撥還零用金-N0.587姓名：蕭至維;

事由：參加在日本東京工業大學與蔡耀汪教授

討論台科與東工大先期合作研究計畫;出國

日：106/11/23~106/11/26{106-M106POZ0119}

9,171.00

252

經常費-東京工業大學計畫/

中心

(4)開會 姓名：呂政修;事由：訪問東京工業大學

Prof.Takada;出國日：106/12/17~106/12/19

姓名：呂政修;事由：訪問東京工業大學

Prof.Takada;出國日：

106/12/17~106/12/19{106-M106POZ0128}

32,288.00

253

經常費-東京工業大學計畫/

中心

(4)開會 姓名：游敏杰;事由：訪問東京工業大學

Prof.Takada;出國日：106/12/17~106/12/19

姓名：游敏杰;事由：訪問東京工業大學

Prof.Takada;出國日：

106/12/17~106/12/19{106-M106POZ0127}

17,7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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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經常費-東京工業大學計畫/

中心

(4)開會 姓名：郭進星;事由：11/29-11/30郭進星赴日

本(東京)參觀iREX國際機器人大展;出國日：

106/11/29~106/11/30姓名：郭進星;事由：

11/29-11/30郭進星赴日本(東京)參觀iREX國

際機器人大展;出國日：

106/11/29~106/11/30{106-M106POZ0122}

26,700.00

255

生活空間創意學程 (4)開會 姓名：蔡欣君;事由：帶領學生至維也納海外

課程;出國日：106/07/08~106/08/09姓名：蔡

欣君;事由：帶領學生至維也納海外課程;出國

日：106/07/08~106/08/09{106-

159,689.00

256

技專校院推動跨領域專業技

術人才培育方案-工業4.0智

能營運及智慧製造跨領域學

程 

(4)開會 姓名：楊朝龍、鍾俊輝、郭重顯;事由：參訪

德國漢諾威工業展;出國日：

106/04/23~106/04/30姓名：楊朝龍;事由：參

訪德國漢諾威工業展;出國日：

91,739.00

257

技專校院推動跨領域專業技

術人才培育方案-工業4.0智

能營運及智慧製造跨領域學

程 

(4)開會 姓名：郭重顯;事由：執行教育部人才培育計

畫，到德國漢諾威參加工業展，取經國際最先

進技術;出國日：106/04/23~106/04/30{106-

D106A34Z0008}

90,457.00

258

技專校院推動跨領域專業技

術人才培育方案-工業4.0智

能營運及智慧製造跨領域學

程 

(4)開會 姓名：鍾俊輝;事由：應教授部跨領域人材培

育計劃，至德國漢諾威工業展考察以充實智慧

製造相關課程內容。;出國日：

106/04/23~106/04/30{106-D106A34Z0009}

89,881.00

259

103學年度(三)年輕學者研

究獎助費-機械系鍾俊輝

(4)開會 姓名：鍾俊輝;事由：6/1-6/9鍾俊輝赴美國威

斯康辛州立大學參訪及洛杉磯參加研討會;出

國日：106/06/01~106/06/10姓名：鍾俊輝;事

由：6/1-6/9鍾俊輝赴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

參訪及洛杉磯參加研討會;出國日：

106/06/01~106/06/10{106-H106B03Z0002}

129,875.00

260

校控款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蔡莉雯、許芷維;事由：參加2017年印

尼臺灣高等教育展;出國日：

106/08/25~106/08/29姓名：蔡莉雯;事由：參

加2017年印尼臺灣高等教育展;出國日：

106/08/25~106/08/29{106-H106A45Z0241}

56,065.00

261

校控款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許芷維;事由：參加2017印尼臺灣高等

教育展;出國日：106/08/25~106/08/29{106-

H106A45Z0240}

56,023.00

262

校控款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陳明志;事由：參加2017歐洲教育者年

會(EAIE);出國日：106/09/11~106/09/16姓

名：陳明志;事由：參加2017歐洲教育者年會

(EAIE);出國日：106/09/11~106/09/16{106-

43,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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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校控款出國旅費 (4)開會 丁容照及何政芸106/10/17-106/10/20出席及

參展日本大阪第十五屆世界醫學奈米技術大

會;出國日：106/10/17~106/10/20姓名：丁容

照;事由：106/10/17-106/10/20出席及參展日

本大阪第十五屆世界醫學奈米技術大會;出國

日：106/10/17~106/10/20{106-

68,739.00

264

校控款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何政芸;事由：106/10/17-106/10/20出

席及參展日本大阪第十五屆世界醫學奈米技術

大會;出國日：106/10/17~106/10/20{106-

68,739.00

265

機械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陳明志;事由：赴泰國、伊朗(德黑蘭、

伊拉法漢)協助招生;出國日：

106/11/14~106/11/25姓名：陳明志;事由：赴

泰國、伊朗(德黑蘭、伊拉法漢)協助招生;出

國日：106/11/14~106/11/25{106-

93,329.00

266

技專校院推動跨領域專業技

術人才培育方案-工業4.0智

能營運及智慧製造跨領域學

程 

(4)開會 姓名：鍾俊輝;事由：10/22-10/29鍾俊輝赴德

國(慕尼黑)參加海德漢課程訓練;出國日：

106/10/21~106/10/29、姓名：韋經智;事由：

10/21-10/29韋經智德國(慕尼黑)參加海德漢

課程訓練;出國日：106/10/21~106/10/29姓

名：鍾俊輝;事由：10/22-10/29鍾俊輝赴德國

(慕尼黑)參加海德漢課程訓練;出國日：

106/10/21~106/10/29{106-D106A34Z0016}

81,684.00

267

技專校院推動跨領域專業技

術人才培育方案-工業4.0智

能營運及智慧製造跨領域學

(4)開會 姓名：韋經智;事由：10/21-10/29韋經智德國

(慕尼黑)參加海德漢課程訓練;出國日：

106/10/21~106/10/29{106-D106A34Z0017}

8,316.00

268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出國旅

費

(4)開會 姓名：蕭宇新;事由：參加8th ASECENT

Program;出國日：106/08/18~106/08/29姓

名：蕭宇新;事由：參加8th ASECENT

Program;出國日：106/08/18~106/08/29{106-

13,500.00

269

修芳仲教授赴美國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 國外短期研

究3個月 6/7~9/3 2016

(4)開會 修芳仲老師赴美國進行短期研究生活費等經費

修芳仲老師赴美國進行短期研究生活費等經費

{105-L105B03A0020}

469,606.00

270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4)開會 本校選拔校園衍生創業團隊赴矽谷計畫;出國

日：106/06/08~106/06/29姓名：劉憶涵;事

由：本校選拔校園衍生創業團隊赴矽谷計畫;

出國日：106/06/08~106/06/29{106-

62,500.00

271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4)開會 姓名：黃炫凱;事由：本校選拔校園衍生創業

團隊赴矽谷計畫;出國日：

106/06/08~106/06/29{106-M106POZ0050}

6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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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4)開會 姓名：蔡捷安;事由：本校選拔校園衍生創業

團隊赴矽谷計畫;出國日：

106/06/08~106/06/29{106-M106POZ0051}

62,500.00

273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4)開會 姓名：葉楚芸;事由：本校選拔校園衍生創業

團隊赴矽谷計畫;出國日：

106/06/08~106/06/29{106-M106POZ0052}

62,500.00

274

經常費-東京工業大學計畫/

中心

(9)業務洽談 姓名：林家諄;事由：透過本次交流行程中，

增進雙方認識與研究方向的一致性，並且擬定

明年正式期交流研究計畫之交流合作方式、研

究方向與研究設備需求;出國日：

106/11/16~106/11/25姓名：林家諄;事由：透

過本次交流行程中，增進雙方認識與研究方向

的一致性，並且擬定明年正式期交流研究計畫

之交流合作方式、研究方向與研究設備需求;

出國日：106/11/16~106/11/25{106-

50,000.00

12,501,93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