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侯承業捐-營建系教師出國

會議、進修、訪問、招生等

(4)開會 姓名：營建系助理教授鄧福宸;事由：赴大陸

重慶大學帶隊參加暑假夏令營 2017

International Summer Camps;出國日：

106/06/25~106/07/08姓名：營建系助理教授

鄧福宸;事由：赴大陸重慶大學帶隊參加暑假

夏令營 2017 International Summer Camps;

出國日：106/06/25~106/07/08{106-

47,239.00

2

王必裕先生捐贈工管系林義

貴教授博士後研究員配合款

及教學研究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教授林義貴;事由：赴中國廣東

省廣州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日：

106/09/17~106/09/20姓名：工管系教授林義

貴;事由：赴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參訪台展集團;

出國日：106/09/17~106/09/20{106-

10,838.00

3

王必裕先生捐贈工管系林義

貴教授博士後研究員配合款

及教學研究用

(3)訪問 工管系林義貴講座教授赴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參

訪台展集團;出國日：106/10/29~106/11/01工

管系林義貴講座教授赴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參訪

台展集團;出國日：

34,211.00

4

指定捐贈精誠資訊講座經費 (4)開會 姓名：資管系教授盧希鵬及文化大學教授游慧

茹;事由：前往中國杭州浙江大學參加會議;出

國日：106/10/06~106/10/12姓名：資管系教

授盧希鵬;事由：前往中國杭州浙江大學參加

會議;出國日：106/10/06~106/10/12{106-

26,512.00

5

指定捐贈精誠資訊講座經費 (4)開會 姓名：文化大學教授游慧茹;事由：前往中國

杭州浙江大學參加會議;出國日：

106/10/06~106/10/12{106-F106D03Z0011}

27,677.00

6

EMBA專款 (3)訪問 姓名：鄭鳳雅;事由：105海外企業研習;出國

日：106/06/25~106/07/03姓名：鄭鳳雅;事

由：105海外企業研習;出國日：

106/06/25~106/07/03{106-T106D06Z0051}

62,635.00

7
EMBA專款 (3)訪問 姓名：欒  斌;事由：105-3海外企業研習;出

國日：106/06/25~106/07/03{106-

62,635.00

8
EMBA專款 (3)訪問 姓名：陳正綱;事由：105-3海外企業研習;出

國日：106/06/25~106/07/03{106-

62,635.00

9

晶創產字018研發產字6650

號

(4)開會 撥還零用金  NO.275姓名：陳炤彰;事由：陳

炤彰教授5/19-5/20赴中國廈門華僑大學受邀

參訪5/21-5/25赴大連參與海峽兩岸平坦化技

術研討會;出國日：

8,882.00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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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7月至1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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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寬頻產字013研發產字6647

號

(4)開會 撥還零用金  NO.284姓名：電子系林丁丙教

授;事由：出席2017年福州海峽科技專家論壇

之「物聯網論產業發展及應用」分論壇;出國

日：106/06/14~106/06/16{106-

9,983.00

11

99AA6729.劉代洋老師建教

結餘款

(3)訪問 姓名：劉代洋;事由：赴大連理工大學與東北

財經大學進行學術;出國日：

106/07/07~106/07/09姓名：劉代洋;事由：赴

大連理工大學與東北財經大學進行學術;出國

日：106/07/07~106/07/09{106-

26,167.00

12

99AA6367.魏榮宗老師建教

結餘款

(3)訪問 姓名：電子系魏榮宗教授;事由：參訪宜昌三

峽大學,晤談106學年度第1學期到校交換生及

進行學術講座,另了解籌辦2019IGBSG研討會進

度;出國日：106/07/08~106/07/15姓名：電子

系魏榮宗教授;事由：參訪宜昌三峽大學,晤談

106學年度第1學期到校交換生及進行學術講

座,另了解籌辦2019IGBSG研討會進度;出國

日：106/07/08~106/07/15{106-

30,500.00

13

99AA6367.魏榮宗老師建教

結餘款

(3)訪問 姓名：魏榮宗;事由：訪問大陸徐州中國礦業

大學(211大陸高校)並進行臺灣科技大學雙聯

學位開展及電力電子專業研究生交流;出國

日：106/06/26~106/07/03姓名：魏榮宗;事

由：訪問大陸徐州中國礦業大學(211大陸高

校)並進行臺灣科技大學雙聯學位開展及電力

電子專業研究生交流;出國日：

106/06/26~106/07/03{106-A106C02Z0233}

30,413.00

14

99AA6621.顧洋老師建教結

餘款

(4)開會 姓名：李沛宸等四位;事由：參加西安「2017

海峽兩岸航空航天探索營」之學術交流;出國

日：106/06/30~106/07/07姓名：李沛宸;事

由：參加西安「2017海峽兩岸航空航天探索

營」之學術交流;出國日：

106/06/30~106/07/07{106-A106B05Z0077}

18,766.00

15

99AA6621.顧洋老師建教結

餘款

(4)開會 姓名：蔡東佑;事由：參加西安「2017海峽兩

岸航空航天探索營」之學術交流;出國日：

106/06/30~106/07/07{106-A106B05Z0078}

18,766.00

16

99AA6621.顧洋老師建教結

餘款

(4)開會 姓名：李瑀軒;事由：參加西安「2017海峽兩

岸航空航天探索營」之學術交流;出國日：

106/06/30~106/07/07{106-A106B05Z0079}

18,766.00

17

99AA6621.顧洋老師建教結

餘款

(4)開會 姓名：蔣明宏;事由：參加西安「2017海峽兩

岸航空航天探索營」之學術交流;出國日：

106/06/30~106/07/07{106-A106B05Z0080}

18,766.00



編號 任務類別 赴大陸計畫內容、前往地區、天數、人數 執行數計畫名稱 備註

18

機械產字0807研發產字7009

號

(3)訪問 姓名：林顯群;事由：6/16-6/20林顯群赴大陸

(江蘇無錫、蘇州)參訪;出國日：

106/06/16~106/06/20姓名：林顯群;事由：

6/16-6/20林顯群赴大陸(江蘇無錫、蘇州)參

訪;出國日：106/06/16~106/06/20{106-

20,833.00

19

99AK002.電機系執行單位管

理費

(4)開會 姓名：電機系陳建中副教授;事由：至香港參

加 ICME 2017研討會及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07/10~106/07/14姓名：電機系陳建中副

教授;事由：至香港參加 ICME 2017研討會及

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07/10~106/07/14{106-A106C01Z0244}

14,048.00

20

99AA3248.謝進男老師建教

結餘款

(5)開會 姓名：謝進男;事由：去上海CES;出國日：

106/06/06~106/06/08姓名：謝進男;事由：去

上海CES;出國日：106/06/06~106/06/08{106-

A106I04Z0075}

29,940.00

21

建築科技產字020研發產字

5842號

(7)研究 姓名：台灣建築中心施俊揚助理教授;事由：

至上海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之結構振動台實驗及

出席相關討論會議;出國日：

106/07/04~106/07/09姓名：台灣建築中心施

俊揚助理教授;事由：至上海執行產學合作計

畫之結構振動台實驗及出席相關討論會議;出

國日：106/07/04~106/07/09{106-

57,162.00

22

99AA6729.劉代洋老師建教

結餘款

(9)業務洽

談

姓名：劉代洋;事由：赴深圳參加台灣科技大

學校友會中國大陸華南分會成立大會;出國

日：106/07/22~106/07/24姓名：劉代洋;事

由：赴深圳參加台灣科技大學校友會中國大陸

華南分會成立大會;出國日：

106/07/22~106/07/24{106-A106D05Z0024}

25,402.00

23

99AA6575.黃兆龍老師建教

結餘款

(4)開會 姓名：營建系黃兆龍教授;事由：至福建泉州

參加2017第二屆國際海綿城市建設暨海綿城市

論壇;出國日：106/07/19~106/07/24姓名：營

建系黃兆龍教授;事由：至福建泉州參加2017

第二屆國際海綿城市建設暨海綿城市論壇;出

國日：106/07/19~106/07/24{106-

32,102.00

24

電機產字644研發產字7024

號

(4)開會 姓名：共同主持人台電公司陳輔賢博士;事

由：廣州國際新能源、節能及智能汽車展覽

會;出國日：106/07/21~106/07/24姓名：共同

主持人台電公司陳輔賢博士;事由：廣州國際

新能源、節能及智能汽車展覽會;出國日：

106/07/21~106/07/24{106-A106C01Z0273}

25,724.00



編號 任務類別 赴大陸計畫內容、前往地區、天數、人數 執行數計畫名稱 備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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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海

2017中國國際數碼互動娛樂展覽會;出國日：

106/07/26~106/07/30姓名：清華大學朱宏國

副教授;事由：至上海2017中國國際數碼互動

娛樂展覽會;出國日：

106/07/26~106/07/30{106-A106C03Z0183}

49,658.00

26

資工產字0194研發產字7118

號

(4)開會 姓名：資工系姚智原副教授;事由：至上海

2017中國國際數碼互動娛樂展覽會;出國日：

106/07/26~106/07/30姓名：資工系姚智原副

教授;事由：至上海2017中國國際數碼互動娛

樂展覽會;出國日：

106/07/26~106/07/30{106-A106C03Z0191}

49,467.00

27

99A17003.無線電磁中心技

轉費

(4)開會 姓名：工管系周碩彥教授;事由：受邀參加北

京清華大學舉辦紫荊谷創業家研修班並擔任講

座教授;出國日：106/08/05~106/08/10姓名：

工管系周碩彥教授;事由：受邀參加北京清華

大學舉辦紫荊谷創業家研修班並擔任講座教

授;出國日：106/08/05~106/08/10{106-

7,333.00

28

99AA6338.紀佳芬老師建教

結餘款

(4)開會 姓名：紀佳芬;事由：至中國南京參加

CIEDH2017&IISE Asia2017會議;出國日：

106/07/21~106/07/24姓名：紀佳芬;事由：至

中國南京參加CIEDH2017&IISE Asia2017會議;

出國日：106/07/21~106/07/24{106-

40,315.00

29

99AA6577.張大鵬老師建教

結餘款

(4)開會 姓名：營建系張大鵬教授;事由：至杭州參加

海峽兩岸高校師生土木工程監測與控制研討

會;出國日：106/08/20~106/08/26姓名：營建

系張大鵬教授;事由：至杭州參加海峽兩岸高

校師生土木工程監測與控制研討會;出國日：

106/08/20~106/08/26{106-A106B04Z0161}

52,285.00

30

99AA6577.張大鵬老師建教

結餘款

(4)開會 姓名：營建系張大鵬教授事由：參加四川海綿

城市建設及水環境綜合治理學術及技術交流研

討會;出國日：106/07/15~106/07/23姓名：營

建系張大鵬教授事由：參加四川海綿城市建設

及水環境綜合治理學術及技術交流研討會;出

國日：106/07/15~106/07/23{106-

59,828.00

31

資工產字0194研發產字7118

號

(4)開會 姓名：朱宏國、姚智原;事由：2017 廣州電子

遊戲國際產業展(GTI廣州展);出國日：

106/09/12~106/09/16姓名：清華大學朱宏國

副教授;事由：2017 廣州電子遊戲國際產業展

(GTI廣州展);出國日：

106/09/12~106/09/16{106-A106C03Z0217}

37,354.00



編號 任務類別 赴大陸計畫內容、前往地區、天數、人數 執行數計畫名稱 備註

32

資工產字0194研發產字7118

號

(4)開會 姓名：姚智原;事由：2017 廣州電子遊戲國際

產業展(GTI廣州展);出國日：

106/09/12~106/09/16{106-A106C03Z0220}

37,163.00

33

機械產字0790研發產字6780

號

(3)訪問 撥還零用金  NO.409姓名：機械系鄧昭瑞教

授;事由：9/5-9/7鄧昭瑞赴大陸(浙江)參訪鎧

盛公司;出國日：106/09/05~106/09/07{106-

9,705.00

34

機械產字0790研發產字6780

號

(3)訪問 姓名：機械系修芳仲教授;事由：9/4-9/6修芳

仲赴大陸(浙江)參訪鎧盛公司;出國日：

106/09/04~106/09/06{106-A106B03Z0474}

9,713.00

35

機械產字0790研發產字6780

號

(3)訪問 姓名：機械系郭俊良助理教授;事由：9/4-

9/12郭俊良赴大陸(浙江嘉善)參訪鎧盛公司;

出國日：106/09/04~106/09/08姓名：機械系

郭俊良助理教授;事由：9/4-9/12郭俊良赴大

陸(浙江嘉善)參訪鎧盛公司;出國日：

106/09/04~106/09/08{106-A106B03Z0532}

18,159.00

36

99AA6591.陳志南老師建教

結餘款

(4)開會 姓名：營建系張偉哲學生;事由：至貴州貴陽

參加第十六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

技術研討會;出國日：106/08/18~106/08/25姓

名：營建系張偉哲學生;事由：至貴州貴陽參

加第十六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技

術研討會;出國日：

64,921.00

37

99A17003.無線電磁中心技

轉費

(4)開會 姓名：工管系周碩彥教授;事由：至山東蓬萊

參加UNESCO高等工程與產業合作教席理事會會

議;出國日：106/09/20~106/09/24姓名：工管

系周碩彥教授;事由：至山東蓬萊參加UNESCO

高等工程與產業合作教席理事會會議;出國

日：106/09/20~106/09/24{106-

16,138.00

38

99AA6245.黃忠偉老師建教

結餘款

(7)研究 姓名：陳西姬;事由：至北京上海移地研究-華

北電力大學&復旦大學;出國日：

106/07/03~106/07/23姓名：陳西姬;事由：至

北京上海移地研究-華北電力大學&復旦大學;

出國日：106/07/03~106/07/23{106-

28,607.00

39

生態產字0121研發產字5922

號

(4)開會 姓名：營建系陳志南副教授;事由：大陸貴陽

參加第十六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

技術研討會;出國日：106/08/18~106/08/25姓

名：營建系陳志南副教授;事由：大陸貴陽參

加第十六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技

術研討會;出國日：

64,421.00



編號 任務類別 赴大陸計畫內容、前往地區、天數、人數 執行數計畫名稱 備註

40

機械產字801研發產字6966

號

(4)開會 姓名：專利所陳昭華教授;事由：北京國外研

討會2017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fabrication與企業參訪;出國日：

106/10/14~106/10/18姓名：專利所陳昭華教

授;事由：北京國外研討會2017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fabrication與企業參訪;

出國日：106/10/14~106/10/18{106-

67,682.00

41

機械產字801研發產字6966

號

(4)開會 姓名：陳怡文;事由：國外研討會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fabrication與企業參訪;出國日：

106/10/13~106/10/19姓名：陳怡文;事由：國

外研討會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fabrication與企業參訪;出國日：

74,923.00

42

電子產字545研發產字7080

號

(4)開會 姓名：陳暐太、許凱翔等兩位;事由：至中國

北京參加5G通訊研討會;出國日：

106/11/12~106/11/17姓名：陳暐太;事由：至

中國北京參加5G通訊研討會;出國日：

106/11/12~106/11/17{106-A106C02Z0444}

27,444.00

43

電子產字545研發產字7080

號

(4)開會 姓名：許凱翔;事由：至中國北京參加5G通訊

研討會;出國日：106/11/12~106/11/17{106-

A106C02Z0445}

27,445.00

44

99AA6480.鍾俊輝老師建教

結餘款

(4)開會 姓名：鍾俊輝;事由：11/9-11/12鍾俊輝老師

赴大陸(重慶)參加會議;出國日：

106/11/09~106/11/12姓名：鍾俊輝;事由：

11/9-11/12鍾俊輝老師赴大陸(重慶)參加會

議;出國日：106/11/09~106/11/12{106-

19,879.00

45

機械產字0790研發產字6780

號

(4)開會 姓名：郭俊良;事由：11/17-11/19郭俊良赴大

陸(湖南)修改兩篇SCI論文;出國日：

106/11/17~106/11/19姓名：郭俊良;事由：

11/17-11/19郭俊良赴大陸(湖南)修改兩篇SCI

論文;出國日：106/11/17~106/11/19{106-

10,670.00

46

晶創產字022研發產字7116

號

(3)訪問 姓名：薛慶堂;事由：專任助理薛慶堂11/ 8受

邀赴香港參訪晶美公司;出國日：

106/11/08~106/11/11姓名：薛慶堂;事由：專

任助理薛慶堂11/ 8受邀赴香港參訪晶美公司;

出國日：106/11/08~106/11/11{106-

10,000.00

47

晶創產字022研發產字7116

號

(3)訪問 姓名：林妤靜;事由：學生林妤靜11/ 8受邀赴

香港參訪晶美公司;出國日：

106/11/08~106/11/11姓名：林妤靜;事由：學

生林妤靜11/ 8受邀赴香港參訪晶美公司;出國

日：106/11/08~106/11/11{106-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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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機械產字0790研發產字6780

號

(4)開會 姓名：郭俊良;事由：10/15-10/17郭俊良老師

赴大陸(寧波)參加會議;出國日：

106/10/15~106/10/17姓名：郭俊良;事由：

10/15-10/17郭俊良老師赴大陸(寧波)參加會

議;出國日：106/10/15~106/10/17{106-

17,159.00

49

99AA6575.黃兆龍老師建教

結餘款

(3)訪問 姓名：黃兆龍;事由：赴大連及南京做專題演

講;出國日：106/11/22~106/11/25姓名：黃兆

龍;事由：赴大連及南京做專題演講;出國日：

106/11/22~106/11/25{106-A106B04Z0224}

20,476.00

50

晶創產字022研發產字7116

號

(3)訪問 姓名：陳炤彰;事由：陳炤彰教授11/7-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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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炤彰;事由：陳

炤彰教授11/7-1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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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5,952.00

51

99A20002.產學營運中心執

行管理

(9)業務洽

談

姓名：張永生;事由：至東莞與本校教師一同

與會暨拓展本校產學合作;出國日：

106/12/08~106/12/11姓名：張永生;事由：至

東莞與本校教師一同與會暨拓展本校產學合

作;出國日：106/12/08~106/12/11{106-

16,075.00

52

99AA3291.郭東昊老師建教

結餘款

(4)開會 姓名：郭東昊;事由：至上海參加 「第一屆海

峽兩岸氧化鎵及其相關材料與器件」研討會;

出國日：106/11/18~106/11/21姓名：郭東昊;

事由：至上海參加 「第一屆海峽兩岸氧化鎵

及其相關材料與器件」研討會;出國日：

106/11/18~106/11/21{106-A106B02Z0324}

12,000.00

53

電子產字534研發產字6984

號

(4)開會 姓名：邱煌仁;事由：出席北京IEEE IECON

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10/28~106/11/01姓名：邱煌仁;事由：出

席北京IEEE IECON 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10/28~106/11/01{106-A106C02Z0483}

56,371.00

54

99AA3240.廖文照老師建教

結餘款

(9)業務洽

談

姓名：廖文照;事由：赴香港理工大學參加博

士口試與討論學術合作議題;出國日：

106/12/17~106/12/18姓名：廖文照;事由：赴

香港理工大學參加博士口試與討論學術合作議

題;出國日：106/12/17~106/12/18{106-

18,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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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99AA3715.王丞浩老師建教

結餘款

(3)訪問 姓名：王丞浩;事由：106年11月12日至19日訪

問湖北大學和武漢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並在合

肥參加第十一屆多功能材料與應用國際會議給

予特別演講。;出國日：106/11/13~106/11/18

姓名：王丞浩;事由：106年11月12日至19日訪

問湖北大學和武漢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並在合

肥參加第十一屆多功能材料與應用國際會議給

予特別演講。;出國日：

40,388.00

56

色彩所產字054研發產字

6744號

(9)業務洽

談

姓名：歐立成;事由：至產學合作廠商進行期

中報告;出國日：106/07/14~106/07/15姓名：

歐立成;事由：至產學合作廠商進行期中報告;

出國日：106/07/14~106/07/15{106-

15,104.00

57

105-2628-E-011-006-MY2 (4)開會 姓名：應科索鄭智嘉助理教授;事由：赴北京

參與201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Materials Horizons並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06/02~106/06/05姓名：應科索鄭智嘉助

理教授;事由：赴北京參與201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Materials

Horizons並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06/02~106/06/05{106-B106I05Z0217}

60,433.00

58

105-2511-S-011-007- (4)開會 姓名：數位所陳秀玲副教授;事由：赴北京參

加國際研討會及短期訪問。;出國日：

106/06/01~106/06/10姓名：數位所陳秀玲副

教授;事由：赴北京參加國際研討會及短期訪

問。;出國日：106/06/01~106/06/10{106-

32,810.00

59

陳秀玲科會結餘款運用 (4)開會 姓名：數位所陳秀玲副教授;事由：赴北京參

加國際研討會及短期訪問。;出國日：

106/06/01~106/06/10{106-B106F05Z0429}

45,361.00

60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數位所賴秋琳博後研究員;事由：受邀

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5/27~106/05/30姓名：數位所賴秋琳博

後研究員;事由：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

問;出國日：106/05/27~106/05/30{106-

47,567.00

61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數位所黃國禎教授;事由：受邀赴香港

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5/27~106/05/30姓名：數位所黃國禎教

授;事由：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

日：106/05/27~106/05/30{106-

47,5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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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4)開會 姓名：數位所林奇臻博士生;事由：赴中國北

京參加GCCCE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6/02~106/06/07姓名：數位所林奇臻博

士生;事由：赴中國北京參加GCCCE2017國際研

討會;出國日：106/06/02~106/06/07{106-

65,360.00

63

105-2923-E-011-003- (4)開會 姓名：營建系廖敏志助理教授;事由：赴大陸

北京發表文章於2017世界交通運輸大會;出國

日：106/06/04~106/06/07姓名：營建系廖敏

志助理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發表文章於

2017世界交通運輸大會;出國日：

106/06/04~106/06/07{106-B106B04Z0389}

42,871.00

64

羅乃維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資管系羅乃維教授;事由：參加2017

IBM大學教育合作峰會會議;出國日：

106/06/22~106/06/24姓名：資管系羅乃維教

授;事由：參加2017 IBM大學教育合作峰會會

議;出國日：106/06/22~106/06/24{106-

20,800.00

65

104-2511-S-011-003-MY3 (4)開會 姓名：侯惠澤;事由：至中國北京參加全球華

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 2017)發表工作

坊論文;出國日：106/06/02~106/06/04姓名：

侯惠澤;事由：至中國北京參加全球華人計算

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 2017)發表工作坊論

文;出國日：106/06/02~106/06/04{106-

35,896.00

66

105-2511-S-011-008-MY3 (4)開會 姓名：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於106年6月

2~7日赴中國北京參加GCCCE2017國際研討會;

出國日：106/06/02~106/06/07姓名：黃國禎;

事由：黃國禎教授於106年6月2~7日赴中國北

京參加GCCCE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6/02~106/06/07{106-B106F05Z0453}

67,151.00

67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4)開會 姓名：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於106年6月

2~7日赴中國北京參加GCCCE2017國際研討會;

出國日：106/06/02~106/06/07{106-

14,000.00

68

105-2628-E-011-006-MY2 (4)開會 姓名：應科所黃俊傑學生;事由：赴北京參加

國際材料研討會;出國日：

106/06/02~106/06/07姓名：應科所黃俊傑學

生;事由：赴北京參加國際材料研討會;出國

日：106/06/02~106/06/07{106-

31,119.00



編號 任務類別 赴大陸計畫內容、前往地區、天數、人數 執行數計畫名稱 備註

69

(呂政修老師國科會結餘款

運用)

(4)開會 姓名：呂政修;事由：至江蘇省蘇州參加國際

會議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 ANALYTICS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ICBDBI2017);出國日：

106/06/25~106/06/28姓名：呂政修;事由：至

江蘇省蘇州參加國際會議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

ANALYTICS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ICBDBI2017);出國日：

30,565.00

70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於106年6月

20~23日受邀赴香港Centr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6/20~106/06/23姓名：黃國禎;事由：黃

國禎教授於106年6月20~23日受邀赴香港

Centr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學術訪

問;出國日：106/06/20~106/06/23{106-

44,245.00

71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賴秋琳;事由：賴秋琳博士後研究員於

106年6月20~23日受邀赴香港Centr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6/20~106/06/23姓名：賴秋琳;事由：賴

秋琳博士後研究員於106年6月20~23日受邀赴

香港Centr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學術

訪問;出國日：106/06/20~106/06/23{106-

44,245.00

72

104-2628-E-011-006-MY3 (4)開會 姓名：許維君;事由：赴上海第六屆國際康復

醫學與工程大會;出國日：

106/05/19~106/05/22姓名：許維君;事由：赴

上海第六屆國際康復醫學與工程大會;出國

日：106/05/19~106/05/22{106-

15,300.00

73

張大鵬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營建系張大鵬教授;事由：赴北京參與

ICMMSE2017研討會;出國日：

106/04/13~106/04/16姓名：營建系張大鵬教

授;事由：赴北京參與ICMMSE2017研討會;出國

日：106/04/13~106/04/16{106-

56,106.00

74

林義貴老師結餘款再運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授;事由：赴中國廣州

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日：

106/06/28~106/07/01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

授;事由：赴中國廣州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

日：106/06/28~106/07/01{106-

14,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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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05-2113-M-011-001- (4)開會 姓名：化工系江志強教授;事由：赴上海參加

「2017 Nano-Micro Conference」;出國日：

106/06/19~106/06/23姓名：化工系江志強教

授;事由：赴上海參加「2017 Nano-Micro

Conference」;出國日：

106/06/19~106/06/23{106-B106B05Z0332}

60,016.00

76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4)開會 姓名：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於106年7月

11~15日受邀赴ICOIE國際研討會發表專題演

講;出國日：106/07/11~106/07/15姓名：黃國

禎;事由：黃國禎教授於106年7月11~15日受邀

赴ICOIE國際研討會發表專題演講;出國日：

106/07/11~106/07/15{106-B106F05Z0485}

53,917.00

77

蔡今中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蔡今中;事由：至北京郵電大學短期訪

問及至北京大學演講;出國日：

106/07/10~106/07/16姓名：蔡今中;事由：至

北京郵電大學短期訪問及至北京大學演講;出

國日：106/07/10~106/07/16{106-

19,514.00

78

104-2221-E-011-084-MY3 (4)開會 姓名：陳錫明;事由：陳錫明老師7/8-7/13赴

中國浙江省寧波參加2017年國際機器學習與人

工頭腦學研討會(ICMLC2017)並發表論文;出國

日：106/07/08~106/07/13姓名：陳錫明;事

由：陳錫明老師7/8-7/13赴中國浙江省寧波參

加2017年國際機器學習與人工頭腦學研討會

(ICMLC2017)並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07/08~106/07/13{106-B106C03Z0439}

45,206.00

79

104-2221-E-011-052-MY2 (4)開會 姓名：馮輝文;事由：馮輝文老師7/8-7/12赴

中國浙江寧波市出席2017機器學習與控制學國

際會議(ICMLC2017)並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07/08~106/07/12姓名：馮輝文;事由：馮

輝文老師7/8-7/12赴中國浙江寧波市出席2017

機器學習與控制學國際會議(ICMLC2017)並發

表論文;出國日：106/07/08~106/07/12{106-

46,523.00

80

105-2622-H-011-001-CC3 (4)開會 姓名：材料系吳榮宸學生;事由：參加在中國

大陸廈門舉辦的2017第2屆環境科學與工程國

際學術會議;出國日：106/07/13~106/07/16姓

名：材料系吳榮宸學生;事由：參加在中國大

陸廈門舉辦的2017第2屆環境科學與工程國際

學術會議;出國日：

26,4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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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105-2221-E-011-051-MY3 (4)開會 姓名：機械系鄭正元教授;事由：赴大陸參與

20170713-16新材料發展趨勢研討會;出國日：

106/07/12~106/07/17姓名：機械系鄭正元教

授;事由：赴大陸參與20170713-16新材料發展

趨勢研討會;出國日：

106/07/12~106/07/17{106-B106B03Z0676}

54,146.00

82

陳建光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材料系陳建光教授;事由：前往中國廣

州廣東工業大學 輕工化工學院參加學術交流

演討會;出國日：106/06/08~106/06/13姓名：

材料系陳建光教授;事由：前往中國廣州廣東

工業大學 輕工化工學院參加學術交流演討會;

出國日：106/06/08~106/06/13{106-

40,204.00

83

105-2218-E-011-002- (4)開會 姓名：自控所蔡明教授忠;事由：赴大陸寧波

參加 ICMLC 2017;出國日：

106/07/08~106/07/13姓名：自控所蔡明教授

忠;事由：赴大陸寧波參加 ICMLC 2017;出國

日：106/07/08~106/07/13{106-

64,034.00

84

江行全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工管系江行全教授;事由：赴南京參加

第八屆工業工程與物流管理部門主管理事會及

第六屆HSEA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7/21~106/07/24姓名：工管系江行全教

授;事由：赴南京參加第八屆工業工程與物流

管理部門主管理事會及第六屆HSEA2017國際研

討會;出國日：106/07/21~106/07/24{106-

28,618.00

85

林瑞珠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蔡慧玲;事由：受台北市政府邀請參加

2017台北上海城市論壇與會人;出國日：

106/07/01~106/07/03姓名：蔡慧玲;事由：受

台北市政府邀請參加2017台北上海城市論壇與

會人;出國日：106/07/01~106/07/03{106-

32,152.00

86

林瑞珠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林瑞珠;事由：受台北市政府邀請參加

2017台北上海城市論壇;出國日：

106/07/01~106/07/03姓名：林瑞珠;事由：受

台北市政府邀請參加2017台北上海城市論壇;

出國日：106/07/01~106/07/03{106-

32,152.00

87

李俊毅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材料系羅梓剛學生;事由：參加(香港)

亞太紡織年會The 14th Asian Textile

Conference;出國日：106/06/26~106/06/30姓

名：材料系羅梓剛學生;事由：參加(香港)亞

太紡織年會The 14th Asian Textile

Conference;出國日：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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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李俊毅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材料系吳紹暘學生;事由：參加(香港)

亞太紡織年會The 14th Asian Textile

Conference;出國日：106/06/26~106/06/30姓

名：材料系吳紹暘學生;事由：參加(香港)亞

太紡織年會The 14th Asian Textile

Conference;出國日：

40,000.00

89

105-2221-E-011-116- (4)開會 姓名：陳建中;事由：至香港參加 ICME 2017

研討會及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07/10~106/07/14姓名：陳建中;事由：至

香港參加 ICME 2017研討會及發表論文;出國

日：106/07/10~106/07/14{106-

60,000.00

90

104-2221-E-011-083-MY2 (4)開會 姓名：資管系楊傳凱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

參加國際會議;出國日：106/06/23~106/06/28

姓名：資管系楊傳凱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

參加國際會議;出國日：

106/06/23~106/06/28{106-B106D03Z0140}

7,209.00

91

104-2221-E-011-083-MY2 (4)開會 姓名：資管系楊傳凱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

參加國際會議;出國日：

106/06/23~106/06/28{106-B106D03Z0140}

48,496.00

92

楊傳凱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資管系楊傳凱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

參加國際會議;出國日：

106/06/23~106/06/28{106-B106D03Z0141}

2,179.00

93

106-3114-E-011-003- (4)開會 姓名：資管系楊傳凱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

國際會議;出國日：106/07/08~106/07/15姓

名：資管系楊傳凱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國

際會議;出國日：106/07/08~106/07/15{106-

75,000.00

94

楊傳凱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資管系楊傳凱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

國際會議;出國日：

106/07/08~106/07/15{106-B106D03Z0146}

12,107.00

95

105-2221-E-011-075- (4)開會 姓名：廖顯奎;事由：赴天津參加EEWC2017研

討會;出國日：106/07/14~106/07/18姓名：廖

顯奎;事由：赴天津參加EEWC2017研討會;出國

日：106/07/14~106/07/18{106-

36,900.00

96

103-2410-H-011-012-MY3 (4)開會 姓名：工管系林希偉副教授;事由：赴中國北

京參加「風險分析、決策分析與防禦系統國際

研討會」;出國日：106/07/21~106/07/24姓

名：工管系林希偉副教授;事由：赴中國北京

參加「風險分析、決策分析與防禦系統國際研

討會」;出國日：106/07/21~106/07/24{106-

42,5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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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104-2221-E-011-091-MY2 (4)開會 姓名：花凱龍;事由：花凱龍老師7/9-7/15赴

香港參加IEEE多媒體國際會議(ICME 2017)並

發表論文;出國日：106/07/09~106/07/15姓

名：花凱龍;事由：花凱龍老師7/9-7/15赴香

港參加IEEE多媒體國際會議(ICME 2017)並發

表論文;出國日：106/07/09~106/07/15{106-

8,473.00

98

104-2221-E-011-091-MY2 (4)開會 姓名：花凱龍;事由：花凱龍老師7/9-7/15赴

香港參加IEEE多媒體國際會議(ICME 2017)並

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07/09~106/07/15{106-B106C03Z0475}

31,675.00

99

106-2218-E-011-009-MY2 (4)開會 姓名：花凱龍;事由：花凱龍老師7/9-7/15赴

香港參加IEEE多媒體國際會議(ICME 2017)並

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07/09~106/07/15{106-B106C03Z0476}

50,841.00

100

曹譽鐘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曹譽鐘教授;事由：赴中國廣州

市與台展集團洽談產學合作事宜;出國日：

106/08/01~106/08/04姓名：工管系曹譽鐘教

授;事由：赴中國廣州市與台展集團洽談產學

合作事宜;出國日：

106/08/01~106/08/04{106-B106D01Z0251}

30,794.00

101

周子銓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資管系周子銓教授;事由：赴大陸江西

餐加SPS 案例研究方法研討會;出國日：

106/07/11~106/07/14姓名：資管系周子銓教

授;事由：赴大陸江西餐加SPS 案例研究方法

研討會;出國日：106/07/11~106/07/14{106-

30,454.00

102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於106年7月

17~20日受邀赴北京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7/17~106/07/20姓名：黃國禎;事由：黃

國禎教授於106年7月17~20日受邀赴北京大學

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7/17~106/07/20{106-B106F05Z0513}

42,254.00

103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賴秋琳;事由：賴秋琳研究員於106年7

月17~20日受邀赴北京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7/17~106/07/20姓名：賴秋琳;事由：賴

秋琳研究員於106年7月17~20日受邀赴北京大

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7/17~106/07/20{106-B106F05Z0512}

41,9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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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4)開會 姓名：林奇臻;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數位所

博士林奇臻同學出席ICOIE2017國際研討會;出

國日：106/07/11~106/07/15姓名：林奇臻;事

由：科技部補助本校數位所博士林奇臻同學出

席ICOIE2017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7/11~106/07/15{106-B106F05Z0505}

40,962.00

105

105-2221-E-011-032- (4)開會 姓名：營建系廖敏志助理教授;事由：赴香港

參加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ad and Airfield Pavement Technology;出

國日：106/08/07~106/08/11姓名：營建系廖

敏志助理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ad and

Airfield Pavement Technology;出國日：

106/08/07~106/08/11{106-B106B04Z0497}

63,815.00

106

105-2221-E-011-155- (4)開會 姓名：材料系邱智瑋副教授;事由：參與香港

2017 ICEAS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07/03~106/07/06姓名：材料系邱智瑋副

教授;事由：參與香港2017 ICEAS發表論文;出

國日：106/07/03~106/07/06{106-

57,506.00

107

喻奉天老師結餘款再運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喻奉天教授;事由：受邀請赴吉

林大學機械學院工業工程系，進行交流訪問、

參觀及演講。;出國日：106/05/05~106/05/14

姓名：工管系喻奉天教授;事由：受邀請赴吉

林大學機械學院工業工程系，進行交流訪問、

參觀及演講。;出國日：

44,058.00

108

張宏展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郭政謙;事由：廣東省廣州國際新能

源、節能及智能汽車展覽會;出國日：

106/07/21~106/07/24姓名：郭政謙;事由：廣

東省廣州國際新能源、節能及智能汽車展覽

會;出國日：106/07/21~106/07/24{106-

25,724.00

109

王孔政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王孔政教授;事由：赴大陸廣東

參訪校友企業台展集團;出國日：

106/08/01~106/08/04姓名：工管系王孔政教

授;事由：赴大陸廣東參訪校友企業台展集團;

出國日：106/08/01~106/08/04{106-

18,964.00

110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張靜宜;事由：張靜宜博士研究生於106

年8月2~5日受邀赴香港教育大學學術訪問;出

國日：106/08/02~106/08/05姓名：張靜宜;事

由：張靜宜博士研究生於106年8月2~5日受邀

赴香港教育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8/02~106/08/05{106-B106F05Z0519}

40,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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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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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8月2~5

日受邀赴香港教育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8/02~106/08/05姓名：黃國禎;事由：黃

國禎教授106年8月2~5日受邀赴香港教育大學

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8/02~106/08/05{106-B106F05Z0524}

40,880.00

112

黃金蘭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黃金蘭;事由：於貴陽出席學術會議

(7/15-17)並發表研究論文。;出國日：

106/07/14~106/07/18姓名：黃金蘭;事由：於

貴陽出席學術會議(7/15-17)並發表研究論

文。;出國日：106/07/14~106/07/18{106-

34,637.00

113

105-2221-E-011-101-MY3 (4)開會 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授;事由：赴中國大連

市參加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8/16~106/08/19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

授;事由：赴中國大連市參加國際研討會;出國

日：106/08/16~106/08/19{106-

56,413.00

114

105-2221-E-011-136-MY2 (4)開會 姓名：化工系曾堯宣副教授;事由：赴大陸南

京出席「2017海峽兩岸化學鏈燃燒研討會」;

出國日：106/07/30~106/08/04姓名：化工系

曾堯宣副教授;事由：赴大陸南京出席「2017

海峽兩岸化學鏈燃燒研討會」;出國日：

106/07/30~106/08/04{106-B106B05Z0352}

39,826.00

115

林其禹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9)業務洽

談

姓名：機械系林其禹教授;事由：赴廈門冠捷

公司，洽談產學合作案。;出國日：

106/07/19~106/07/20姓名：機械系林其禹教

授;事由：赴廈門冠捷公司，洽談產學合作

案。;出國日：106/07/19~106/07/20{106-

13,221.00

116

106-3114-E-011-006- (4)開會 姓名：機械系郭俞麟教授;事由：赴大陸(南

京)參加研討會;出國日：

106/08/01~106/08/04姓名：機械系郭俞麟教

授;事由：赴大陸(南京)參加研討會;出國日：

106/08/01~106/08/04{106-B106B03Z0704}

27,727.00

117

曹譽鐘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曹譽鐘教授;事由：赴中國廣州

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日：

106/08/24~106/08/27姓名：工管系曹譽鐘教

授;事由：赴中國廣州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

日：106/08/24~106/08/27{106-

30,381.00

118

楊朝龍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楊朝龍副教授;事由：赴中國廣

州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日：

106/08/13~106/08/16姓名：工管系楊朝龍副

教授;事由：赴中國廣州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

日：106/08/13~106/08/16{106-

32,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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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李豪業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化工系呂宇晴學生;事由：赴天津參加

國際研討會;出國日：106/08/20~106/08/24姓

名：化工系呂宇晴學生;事由：赴天津參加國

際研討會;出國日：

46,712.00

120

105-2221-E-011-124- (4)開會 姓名：張勝良;事由：至江蘇省南京市參加

ICST2016conference;出國日：

105/11/11~105/11/13姓名：張勝良;事由：至

江蘇省南京市參加ICST2016conference;出國

日：105/11/11~105/11/13{106-

32,078.00

121

李豪業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化工系張翔寧學生;事由：赴天津參加

國際研討會;出國日：106/08/20~106/08/24姓

名：化工系張翔寧學生;事由：赴天津參加國

際研討會;出國日：

46,712.00

122

林義貴老師結餘款再運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授;事由：赴中國廣州

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日：

106/08/24~106/08/27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

授;事由：赴中國廣州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

日：106/08/24~106/08/27{106-

34,820.00

123

林瑞珠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林瑞珠;事由：參與第六屆中國法學博

士後論壇系列活動;出國日：

106/08/24~106/08/27姓名：林瑞珠;事由：參

與第六屆中國法學博士後論壇系列活動;出國

日：106/08/24~106/08/27{106-

41,691.00

124

林義貴老師結餘款再運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授;事由：赴中國廣州

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日：

106/09/06~106/09/08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

授;事由：赴中國廣州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

日：106/09/06~106/09/08{106-

28,958.00

125

喻奉天老師結餘款再運用 (4)開會 姓名：工管系bahauddin學生;事由：科技部補

助本校工管系博士生畢安抒同學赴大陸北京出

席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Logistics and SCM Systems (ICLS) 2017;出

國日：106/08/20~106/08/22姓名：工管系

bahauddin學生;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工管系

博士生畢安抒同學赴大陸北京出席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Logistics and

SCM Systems (ICLS) 2017;出國日：

5,461.00

126

蘇順豐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蘇順豐;事由：赴黑龍江省哈爾濱及山

東省濟南進行訪問及學術交流;出國日：

106/08/06~106/08/17姓名：蘇順豐;事由：赴

黑龍江省哈爾濱及山東省濟南進行訪問及學術

交流;出國日：106/08/06~106/08/17{106-

76,8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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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張宏展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張宏展;事由：至廣東省廣州國際新能

源、節能及智能汽車展覽會;出國日：

106/07/21~106/07/24姓名：張宏展;事由：至

廣東省廣州國際新能源、節能及智能汽車展覽

會;出國日：106/07/21~106/07/24{106-

25,724.00

128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數位所賴秋琳獨立後研究學者;事由：

受邀赴香港教育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8/02~106/08/05姓名：數位所賴秋琳獨

立後研究學者;事由：受邀赴香港教育大學學

術訪問;出國日：106/08/02~106/08/05{106-

38,480.00

129

105-2221-E-011-117- (4)開會 姓名：陳郁堂;事由：至香港出席ICME 2017

會議;出國日：106/07/11~106/07/13姓名：陳

郁堂;事由：至香港出席ICME 2017 會議;出國

日：106/07/11~106/07/13{106-

51,671.00

130

楊朝龍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楊朝龍副教授;事由：赴中國廣

州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日：

106/09/05~106/09/07姓名：工管系楊朝龍副

教授;事由：赴中國廣州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

日：106/09/05~106/09/07{106-

22,689.00

131

105-2221-E-011-039- (4)開會 姓名：營建系陳堯中教授;事由：赴大陸貴陽

參加第十六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

技術研討會;出國日：106/08/18~106/08/21姓

名：營建系陳堯中教授;事由：赴大陸貴陽參

加第十六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技

術研討會;出國日：

48,328.00

132

106-2420-H-011-003- (3)訪問 姓名：企管系王蕙芝教授;事由：赴北京訪談

收集資料;出國日：106/07/18~106/08/03姓

名：企管系王蕙芝教授;事由：赴北京訪談收

集資料;出國日：106/07/18~106/08/03{106-

132,696.00

133

105-2221-E-011-106-MY2 (4)開會 姓名：工管系王孔政教授;事由：赴大陸南京

參加「第六屆工業工程亞太會議與第八屆全球

華人工業工程與物流管理院系主任聯席會」;

出國日：106/07/19~106/07/24姓名：工管系

王孔政教授;事由：赴大陸南京參加「第六屆

工業工程亞太會議與第八屆全球華人工業工程

與物流管理院系主任聯席會」;出國日：

106/07/19~106/07/24{106-B106D01Z0278}

38,983.00

134

105-2221-E-011-136-MY2 (7)研究 姓名：化工系吳翊康學生;事由：赴南京移地

研究及參加研討會;出國日：

106/07/25~106/08/04姓名：化工系吳翊康學

生;事由：赴南京移地研究及參加研討會;出國

日：106/07/25~106/08/04{106-

10,1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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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105-2221-E-011-136-MY2 (7)研究 姓名：化工系吳翊康學生;事由：赴南京移地

研究及參加研討會;出國日：

106/07/25~106/08/04{106-B106B05Z0388}

58,735.00

136

103-2221-E-011-062-MY3 (4)開會 姓名：工管系喻奉天教授;事由：赴中國北京

參加 ICLS 2017 研討會;出國日：

106/08/20~106/08/24姓名：工管系喻奉天教

授;事由：赴中國北京參加 ICLS 2017 研討

會;出國日：106/08/20~106/08/24{106-

1,945.00

137

103-2221-E-011-062-MY3 (4)開會 姓名：工管系喻奉天教授;事由：赴中國北京

參加 ICLS 2017 研討會;出國日：

106/08/20~106/08/24{106-B106D01Z0287}

47,656.00

138

106-2410-H-011-002-MY3 (4)開會 姓名：工管系喻奉天教授;事由：赴中國北京

參加 ICLS 2017 研討會;出國日：

106/08/20~106/08/24{106-B106D01Z0290}

9,396.00

139

林義貴老師結餘款再運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授;事由：赴中國廣州

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日：

106/09/17~106/09/20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

授;事由：赴中國廣州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

日：106/09/17~106/09/20{106-

15,791.00

140

楊朝龍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楊朝龍副教授;事由：赴中國廣

州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日：

106/09/17~106/09/20姓名：工管系楊朝龍副

教授;事由：赴中國廣州市參訪台展集團;出國

日：106/09/17~106/09/20{106-

13,258.00

141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數位所黃國禎教授、蔡穎珊學生、郭奕

君學生等三位;事由：於106年9月7~10日受邀

赴香港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9/07~106/09/10姓名：數位所黃國禎教

授;事由：於106年9月7~10日受邀赴香港大學

學術訪問;出國日：

39,750.00

142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數位所蔡穎珊學生;事由：於106年9月

7~10日受邀赴香港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9/07~106/09/10{106-B106F05Z0564}

38,670.00

143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數位所郭奕君學生;事由：於106年9月

7~10日受邀赴香港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9/07~106/09/10{106-B106F05Z0565}

38,670.00

144

王孔政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王孔政教授;事由：赴大陸廣東

參訪校友企業台展集團;出國日：

106/08/13~106/08/16姓名：工管系王孔政教

授;事由：赴大陸廣東參訪校友企業台展集團;

出國日：106/08/13~106/08/16{106-

35,700.00



編號 任務類別 赴大陸計畫內容、前往地區、天數、人數 執行數計畫名稱 備註

145

105-2410-H-011-003-MY2 (4)開會 姓名：人文社會學科黃金蘭副教授;事由：於

哈爾濱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並報告研究成果;出

國日：106/09/15~106/09/19姓名：人文社會

學科黃金蘭副教授;事由：於哈爾濱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並報告研究成果;出國日：

106/09/15~106/09/19{106-B106F00Z0019}

38,421.00

146

104-2221-E-011-093-MY2 (7)研究 姓名：洪西進;事由：洪西進教授6/27-9/21赴

中國四川省成都西南交通大學進行移地研究;

出國日：106/06/27~106/09/21姓名：洪西進;

事由：洪西進教授6/27-9/21赴中國四川省成

都西南交通大學進行移地研究;出國日：

106/06/27~106/09/21{106-B106C03Z0630}

80,000.00

147

喻奉天老師結餘款再運用 (4)開會 姓名：工管系PURIPAT學生;事由：科技部補助

本校工管系博士生石培維同學出席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Logistics and

SCM Systems (ICLS) 2017;出國日：

106/08/20~106/08/23姓名：工管系PURIPAT學

生;事由：科技部補助本校工管系博士生石培

維同學出席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Logistics and SCM Systems (ICLS) 2017;出

5,281.00

148

喻奉天老師結餘款再運用 (4)開會 姓名：工管系Winarno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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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系Winarno學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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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00

149

105-2221-E-011-117- (4)開會 姓名：陳郁堂;事由：至北京出席IEEE ICIP

2017 會議;出國日：106/09/19~106/09/21姓

名：陳郁堂;事由：至北京出席IEEE ICIP

2017 會議;出國日：

38,329.00

150

陳郁堂老師國科會結餘款再

運用

(4)開會 姓名：陳郁堂;事由：至北京出席IEEE ICIP

2017 會議;出國日：

106/09/19~106/09/21{106-B106C02Z0803}

14,827.00

151

105-2218-E-011-004- (4)開會 姓名：化工系王孟菊教授;事由：赴越南河內

出席「2017第六屆亞洲先進材料研討會」;出

國日：106/09/27~106/10/01姓名：化工系王

孟菊教授;事由：赴越南河內出席「2017第六

屆亞洲先進材料研討會」;出國日：

106/09/27~106/10/01{106-B106B05Z0477}

15,6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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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106-2221-E-011-065-MY3 (4)開會 姓名：機械系趙振綱教授;事由：赴大陸(西

安)參加研討會;出國日：

106/09/22~106/09/26姓名：機械系趙振綱教

授;事由：赴大陸(西安)參加研討會;出國日：

106/09/22~106/09/26{106-B106B03Z0839}

47,183.00

153

105-2221-E-011-064- (7)研究 姓名：應科所陳西姬學生;事由：移地研究-華

北電力大學&復旦大學;出國日：

106/07/03~106/07/23姓名：應科所陳西姬學

生;事由：移地研究-華北電力大學&復旦大學;

出國日：106/07/03~106/07/23{106-

60,000.00

154

106-2221-E-011-144-MY3 (4)開會 姓名：機械系徐繼聖副教授;事由：赴大陸(北

京)參加會議;出國日：106/09/15~106/09/21

姓名：機械系徐繼聖副教授;事由：赴大陸(北

京)參加會議;出國日：

106/09/15~106/09/21{106-B106B03Z0863}

55,484.00

155

曹譽鐘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曹譽鐘教授;事由：赴中國廣州

訪問;出國日：106/10/10~106/10/13姓名：工

管系曹譽鐘教授;事由：赴中國廣州訪問;出國

日：106/10/10~106/10/13{106-

19,687.00

156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數位所賴秋琳獨立博士後研究學者;事

由：於106年9月12~17日受邀赴北京師範大學

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9/12~106/09/17姓

名：數位所賴秋琳獨立博士後研究學者;事

由：於106年9月12~17日受邀赴北京師範大學

學術訪問;出國日：

55,127.00

157

管中徽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專利所管中徽助理教授;事由：赴大陸

參加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TOMETRICS & INFORMETRICS並於華東師

範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

106/10/14~106/10/20姓名：專利所管中徽助

理教授;事由：赴大陸參加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TOMETRICS & INFORMETRICS並於華東師

範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

60,351.00

158

王孔政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王孔政教授;事由：赴大陸廣東

參訪校友企業台展集團;出國日：

106/10/10~106/10/13姓名：工管系王孔政教

授;事由：赴大陸廣東參訪校友企業台展集團;

出國日：106/10/10~106/10/13{106-

32,6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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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105-2221-E-011-051-MY3 (4)開會 姓名：機械系鄭正元教授;事由：上海受邀至

SAMA International Forum vs 3D Printing

Industry Conference演講;出國日：

106/10/20~106/10/22姓名：機械系鄭正元教

授;事由：上海受邀至SAMA International

Forum vs 3D Printing Industry Conference

演講;出國日：106/10/20~106/10/22{106-

18,592.00

160

106-2218-E-011-005- (4)開會 姓名：營建系李安叡副教授;事由：赴大陸貴

陽參加第十六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

與技術研討會;出國日：106/08/18~106/08/25

姓名：營建系李安叡副教授;事由：赴大陸貴

陽參加第十六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

與技術研討會;出國日：

51,720.00

161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數位所黃國禎教授;事由：受邀赴香港

教育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10/16~106/10/19姓名：數位所黃國禎教

授;事由：受邀赴香港教育大學學術訪問;出國

日：106/10/16~106/10/19{106-

38,121.00

162

王孟菊老師國科會結餘款再

運用

(4)開會 姓名：化工系王孟菊教授、化工系黃岳翰學

生;事由：大陸西安市出席「2017第二十三屆

亞洲青年生化工程師研討會」;出國日：

106/10/18~106/10/20姓名：化工系黃岳翰學

生;事由：大陸西安市出席「2017第二十三屆

亞洲青年生化工程師研討會」;出國日：

106/10/18~106/10/20{106-B106B05Z0546}

24,010.00

163

王孟菊老師國科會結餘款再

運用

(4)開會 姓名：化工系王孟菊教授;事由：大陸西安市

出席「2017第二十三屆亞洲青年生化工程師研

討會」;出國日：106/10/18~106/10/20{106-

B106B05Z0547}

22,710.00

164

106-2622-E-011-005-CC2 (4)開會 姓名：化工系廖德章教授;事由：應兩岸應用

高分子學術研討會組委會之邀，赴大陸西安參

加國際會議兩岸應用高分子學術研討會。;出

國日：106/10/18~106/10/23姓名：化工系廖

德章教授;事由：應兩岸應用高分子學術研討

會組委會之邀，赴大陸西安參加國際會議兩岸

應用高分子學術研討會。;出國日：

106/10/18~106/10/23{106-B106B05Z0540}

43,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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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105-2221-E-011-095-MY2 (4)開會 姓名：電機系劉添華教授;事由：赴北京參加

IEEE IECON 2017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10/28~106/11/01姓名：電機系劉添華教

授;事由：赴北京參加IEEE IECON 2017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10/28~106/11/01{106-B106C01Z0888}

68,708.00

166

105-2628-E-011-005-MY3 (4)開會 姓名：應科所王復民副教授;事由：受邀參加

IUPAC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ovel Materials and their Synthesis

(NMS-XIII)，並進行一場公開演講;出國日：

106/10/15~106/10/18姓名：應科所王復民副

教授;事由：受邀參加IUPAC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ovel

Materials and their Synthesis (NMS-XIII)

，並進行一場公開演講;出國日：

45,225.00

167

陳建光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材料系陳建光教授;事由：前往西北工

業大學理學院主辦的兩岸高分子學術研討

會。;出國日：106/10/18~106/10/23姓名：材

料系陳建光教授;事由：前往西北工業大學理

學院主辦的兩岸高分子學術研討會。;出國

日：106/10/18~106/10/23{106-

47,600.00

168

吳晉賢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吳?賢;事由：至山東省濟南.廣東省東

莞.福建省福州參訪;出國日：

106/08/31~106/09/09姓名：吳?賢;事由：至

山東省濟南.廣東省東莞.福建省福州參訪;出

國日：106/08/31~106/09/09{106-

10,612.00

169

105-2221-E-011-151-MY3 (4)開會 姓名：蔡協致;事由：至江蘇省南通參加2017

TERMIS-AP國際研討會;出國日：

106/09/20~106/09/25姓名：蔡協致;事由：至

江蘇省南通參加2017 TERMIS-AP國際研討會;

出國日：106/09/20~106/09/25{106-

62,057.00

170

106-2622-E-011-005-CC2 (3)訪問 姓名：化工系廖德章教授;事由：於106年10月

25日至10月30日應天津大學陳龍教授以及北京

師範大學薄志山教授之邀，赴大陸天津大學與

北京師範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

106/10/26~106/10/30姓名：化工系廖德章教

授;事由：於106年10月25日至10月30日應天津

大學陳龍教授以及北京師範大學薄志山教授之

邀，赴大陸天津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進行學術

交流。;出國日：106/10/26~106/10/30{106-

40,4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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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105-2221-E-011-002-MY3 (4)開會 姓名：化工系蔡伸隆副教授;事由：赴中國西

安出席「YABEC 2017」研討會;出國日：

106/10/18~106/10/20姓名：化工系蔡伸隆副

教授;事由：赴中國西安出席「YABEC 2017」

研討會;出國日：106/10/18~106/10/20{106-

33,717.00

172

106-2218-E-011-001- (4)開會 姓名：電機系楊成發教授;事由：赴大陸西安

參加2017APCAP;出國日：

106/10/15~106/10/20姓名：電機系楊成發教

授;事由：赴大陸西安參加2017APCAP;出國

日：106/10/15~106/10/20{106-

49,203.00

173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數位所黃國禎教授;事由：受邀赴浙江

師範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11/07~106/11/11姓名：數位所黃國禎教

授;事由：受邀赴浙江師範大學學術訪問;出國

日：106/11/07~106/11/11{106-

31,843.00

174

王孔政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工管系王孔政教授;事由：赴大陸廣東

參訪校友企業台展集團與台興電子寧波廠;出

國日：106/10/29~106/11/03姓名：工管系王

孔政教授;事由：赴大陸廣東參訪校友企業台

展集團與台興電子寧波廠;出國日：

106/10/29~106/11/03{106-B106D01Z0412}

45,811.00

175

周碩彥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9)業務洽

談

姓名：工管系周碩彥教授;事由：北京清華大

學研究及教學合作研討（包含瑞典、MIT、清

華的不同項目）及北京清華創客日演講;出國

日：106/11/20~106/11/26姓名：工管系周碩

彥教授;事由：北京清華大學研究及教學合作

研討（包含瑞典、MIT、清華的不同項目）及

北京清華創客日演講;出國日：

106/11/20~106/11/26{106-B106D01Z0411}

63,218.00

176

106-2221-E-011-021-MY2 (4)開會 姓名：營建系黃震興教授;事由：赴上海參加

第五屆海峽兩岸地震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暨

第五屆工程結構抗震減震新技術研討會;出國

日：106/11/16~106/11/19姓名：營建系黃震

興教授;事由：赴上海參加第五屆海峽兩岸地

震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暨第五屆工程結構抗

震減震新技術研討會;出國日：

106/11/16~106/11/19{106-B106B04Z0755}

29,684.00

177

黃國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3)訪問 姓名：數位所黃國禎教授;事由：受邀赴湖州

師範學院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11/16~106/11/19姓名：數位所黃國禎教

授;事由：受邀赴湖州師範學院學術訪問;出國

日：106/11/16~106/11/19{106-

27,5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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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105-2221-E-011-121-MY2 (3)訪問 姓名：王靖維;事由：進行移地研究事宜，拜

訪上海徠卡及南京醫院;出國日：

106/11/14~106/11/17姓名：王靖維;事由：進

行移地研究事宜，拜訪上海徠卡及南京醫院;

出國日：106/11/14~106/11/17{106-

23,960.00

179

廖德章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化工系廖德章教授;事由：應上海大學

張阿方教授之邀，赴大陸上海大學進行學術交

流。;出國日：106/11/14~106/11/18姓名：化

工系廖德章教授;事由：應上海大學張阿方教

授之邀，赴大陸上海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出

國日：106/11/14~106/11/18{106-

34,697.00

180

106-2410-H-011-015- (4)開會 姓名：應外系鄧慧君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

研討會;出國日：106/12/06~106/12/09姓名：

應外系鄧慧君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研討會;

出國日：106/12/06~106/12/09{106-

24,818.00

181

鄧慧君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4)開會 姓名：應外系鄧慧君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

研討會;出國日：106/12/06~106/12/09{106-

B106F03Z0167}

16,293.00

182

105-2218-E-011-016- (4)開會 姓名：營建系鄧福宸助理教授;事由：赴中國

長沙參加國際研討會(ISAUG);出國日：

106/11/24~106/11/29姓名：營建系鄧福宸助

理教授;事由：赴中國長沙參加國際研討會

(ISAUG);出國日：106/11/24~106/11/29{106-

36,200.00

183

106-2221-E-011-083- (4)開會 姓名：自控鎖徐勝均副教授;事由：赴大陸昆

明參加研討會;出國日：106/11/05~106/11/11

姓名：自控鎖徐勝均副教授;事由：赴大陸昆

明參加研討會;出國日：

106/11/05~106/11/11{106-B106B0110097}

70,000.00

184

104-2221-E-011-110-MY3 (4)開會 姓名：營建系TOMMY PRATA學生;事由：赴大陸

長沙參加第三屆亞洲都市大地工程研討會;出

國日：106/11/24~106/11/29姓名：營建系

TOMMY PRATA學生;事由：赴大陸長沙參加第三

屆亞洲都市大地工程研討會;出國日：

106/11/24~106/11/29{106-B106B04Z0789}

26,841.00

185

106-2221-E-011-027- (4)開會 姓名：黃志良;事由：至北京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出國日：106/10/29~106/11/01姓名：黃志

良;事由：至北京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出國日：

106/10/29~106/11/01{106-B106C01Z1014}

57,401.00

186

106-2221-E-011-131-MY3 (4)開會 姓名：材料系陳志堅教授;事由：赴大陸西安

參加研討會;出國日：106/10/18~106/10/23姓

名：材料系陳志堅教授;事由：赴大陸西安參

加研討會;出國日：

21,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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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105-2221-E-011-101-MY3 (4)開會 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授;事由：赴中國北京

市參加國際研討會 3rd Annual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出國日：

106/12/08~106/12/11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

授;事由：赴中國北京市參加國際研討會 3rd

Annual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出國

16,646.00

188

104-2628-E-011-010-MY3 (4)開會 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授;事由：赴中國北京

市參加國際研討會 3rd Annual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出國日：

106/12/08~106/12/11姓名：工管系林義貴教

授;事由：赴中國北京市參加國際研討會 3rd

Annual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出國

48,544.00

189

郭景明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郭景明;事由：至山東省濟南.廣東省東

莞.福建省福州參訪;出國日：

106/08/31~106/09/09姓名：郭景明;事由：至

山東省濟南.廣東省東莞.福建省福州參訪;出

國日：106/08/31~106/09/09{106-

22,723.00

190

王蕙芝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3)訪問 姓名：企管系王蕙芝教授;事由：因執行研究

需要，赴北京師範大學腦科學認知研究中心訪

問;出國日：106/10/09~106/10/13姓名：企管

系王蕙芝教授;事由：因執行研究需要，赴北

京師範大學腦科學認知研究中心訪問;出國

日：106/10/09~106/10/13{106-

51,630.00

191

楊錦懷老師國科會結餘款運

用

(9)業務洽

談

姓名：營建系楊錦懷教授;事由：前往中國上

海洽談台科大太陽能節能玻璃授權銷售合約;

出國日：106/12/09~106/12/11姓名：營建系

楊錦懷教授;事由：前往中國上海洽談台科大

太陽能節能玻璃授權銷售合約;出國日：

106/12/09~106/12/11{106-B106B04Z0801}

30,384.00

192

106-2622-E-011-010-CC3 (4)開會 姓名：郭政謙;事由：至香港參加ICAEE2017國

際研討會;出國日：106/10/27~106/10/30姓

名：郭政謙;事由：至香港參加ICAEE2017國際

研討會;出國日：106/10/27~106/10/30{106-

24,8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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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106-2221-E-011-165-MY2 (4)開會 姓名：營建系陳沛清助理教授;事由：出席第

五屆海峽兩岸地震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出國

日：106/11/16~106/11/20姓名：營建系陳沛

清助理教授;事由：出席第五屆海峽兩岸地震

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出國日：

106/11/16~106/11/20{106-B106B04Z0802}

13,804.00

194

106-2221-E-011-165-MY (4)開會 姓名：營建系陳沛清助理教授;事由：出席第

五屆海峽兩岸地震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出國

日：106/11/16~106/11/20{106-

29,643.00

195

105-2221-E-011-051-MY3 (4)開會 姓名：機械系吳俊逸博士後研究;事由：赴北

京參加國外研討會2017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fabrication;出國日：

106/10/14~106/10/18姓名：機械系吳俊逸博

士後研究;事由：赴北京參加國外研討會

2017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fabrication;出國日：

69,382.00

196

106-2911-I-011-507 (4)開會 姓名：營建系歐章煜教授;事由：赴大陸長沙

參加第二屆亞洲都市大地工程研討會;出國

日：106/11/23~106/11/29姓名：營建系歐章

煜教授;事由：赴大陸長沙參加第二屆亞洲都

市大地工程研討會;出國日：

106/11/23~106/11/29{106-B106B04Z0809}

30,620.00

197

105-2221-E-011-133-MY3 (4)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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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6I05Z0484}

19,989.00

198

106年度育成中心-基隆路營

運輔導計畫

(4)開會 106年度育成中心洪巧娟資深經理赴上海參加

AABI亞洲育成協會年會暨研討會10/23-10/28

國外差旅費預借申請姓名：洪巧娟;事由：至

上海參加AABI亞洲育成協會暨研討會;出國

日：106/10/23~106/10/28{106-

72,227.00

199

106年度育成中心-基隆路營

運輔導計畫

(4)開會 姓名：郭景明;事由：至上海參加AABI亞洲育

成協會暨研討會;出國日：

106/10/24~106/10/25姓名：郭景明;事由：至

上海參加AABI亞洲育成協會暨研討會;出國

日：106/10/24~106/10/25{106-

33,1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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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4)開會 (與工管系系經費交換使用)姓名：曹譽鐘;事

由：至南京參加2017華人工業工程與物流管理

院系主任聯席會;出國日：

106/07/21~106/07/23(與工管系系經費交換使

用)姓名：曹譽鐘;事由：至南京參加2017華人

工業工程與物流管理院系主任聯席會;出國

40,455.00

201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4)開會 姓名：廖慶榮;事由：參加本校華南校友會分

會成立大會及兩岸暨港澳地區大學校長聯誼活

動;出國日：106/07/22~106/07/30姓名：廖慶

榮;事由：參加本校華南校友會分會成立大會

及兩岸暨港澳地區大學校長聯誼活動;出國

日：106/07/22~106/07/30{106-

73,047.00

202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3)訪問 姓名：耿筠;事由：赴大陸大地進行海外實習

訪視;出國日：106/08/01~106/08/03姓名：耿

筠;事由：赴大陸大地進行海外實習訪視;出國

日：106/08/01~106/08/03{106-

16,350.00

203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3)訪問 姓名：劉淑怡;事由：2017香港新生入學輔導

會;出國日：106/08/10~106/08/12姓名：劉淑

怡;事由：2017香港新生入學輔導會;出國日：

106/08/10~106/08/12{106-E106A40Z0003}

29,060.00

204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3)訪問 審計部抽查105財務收支決算審核通知-補助大

專校院精進全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

(103DI074 

)支用經費與規定不符經剔除-教師帶學生至北

京交大參與研習等審計部抽查105財務收支決

算審核通知-補助大專校院精進全英語學位學

制班別計畫(103DI074 

)支用經費與規定不符經剔除-教師帶學生至北

22,777.00

205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3)訪問 (與校控款經費交換使用106TY6)姓名：鄭敏

宜;事由：參加澳門2017臺灣高等教育展;出國

日：106/09/22~106/09/25(與校控款經費交換

使用106TY6)姓名：鄭敏宜;事由：參加澳門

2017臺灣高等教育展;出國日：

106/09/22~106/09/25{106-E106A40Z0004}

37,074.00

206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4)開會 (與106TY6A06X交換)姓名：徐繼聖;事由：

9/15-9/21徐繼聖赴大陸(北京)參加會議;出國

日：106/09/15~106/09/21(與106TY6A06X交

換)姓名：徐繼聖;事由：9/15-9/21徐繼聖赴

大陸(北京)參加會議;出國日：

106/09/15~106/09/21{106-E106B03Z0004}

20,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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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4)開會 (與106TY6A44D交換使用)姓名：莊淑芬;事

由：出席2017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出國日：

106/10/26~106/10/29(與106TY6A44D交換使

用)姓名：徐心怡;事由：出席2017香港臺灣高

等教育展;出國日：

106/10/26~106/10/29{106-E106A44Z0013}

46,744.00

208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4)開會 (與106TY4B04D交換)姓名：李安叡;事由：參

加第十六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技

術研討會;出國日：106/08/18~106/08/25(與

106TY4B04D交換)姓名：李安叡;事由：參加第

十六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技術研

討會;出國日：106/08/18~106/08/25{106-

19,670.00

209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4)開會 (與106TF01人文學科交換經費)姓名：林瑞珠;

事由：106年10月06日至106年10月08日參加研

討會與106年10月10日演講;出國日：

106/10/06~106/10/11(與106TF01人文學科交

換經費)姓名：林瑞珠;事由：106年10月06日

至106年10月08日參加研討會與106年10月10日

演講;出國日：106/10/06~106/10/11{106-

52,660.00

210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4)開會 (工程學院經常績效$21646材料系$17508)姓

名：村上理一;事由：日本靜岡大學 京都纖維

工大學術交流  大陸青島國際合作研究交流會

議;出國日：106/10/23~106/11/01(工程學院

經常績效$21646材料系$17508)姓名：村上理

一;事由：日本靜岡大學 京都纖維工大學術交

流  大陸青島國際合作研究交流會議;出國

日：106/10/23~106/11/01{106-

17,508.00

211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4)開會 (校控款)姓名：江維華;事由：參加2017年穗

台大學校長論壇;出國日：

106/12/15~106/12/17(校控款)姓名：江維華;

事由：參加2017年穗台大學校長論壇;出國

日：106/12/15~106/12/17{106-

14,934.00

212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4)開會 (與機械系經常費交換)姓名：徐茂濱;事由：

12/15-12/17徐茂濱赴廈門出席第八屆海峽兩

岸「夢想工場」青年科技創新創業大賽;出國

日：106/12/15~106/12/18(與機械系經常費交

換)姓名：徐茂濱;事由：12/15-12/17徐茂濱

赴廈門出席第八屆海峽兩岸「夢想工場」青年

科技創新創業大賽;出國日：

106/12/15~106/12/18{106-E106B03Z0014}

15,000.00



編號 任務類別 赴大陸計畫內容、前往地區、天數、人數 執行數計畫名稱 備註

213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4)開會 (校控款)姓名：李永祥;事由：參加亞洲大學

學生男子籃球邀請賽;出國日：

106/06/12~106/06/18(校控款)姓名：李永祥;

事由：參加亞洲大學學生男子籃球邀請賽;出

國日：106/06/12~106/06/18{106-

13,312.00

214

其他-推廣班校方管理費 (4)開會 轉正姓名：李永祥;事由：2017年海峽盃籃球

邀請賽;出國日：106/10/20~106/10/23轉正姓

名：李永祥;事由：2017年海峽盃籃球邀請賽;

出國日：106/10/20~106/10/23{106-

12,661.00

7,573,159.00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