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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政府補助收入)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至 105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105(二)年輕學者研究獎助-材

料 

(4)開會 

姓名：王丞浩;事由：參加 105 年 10 月 8 日至 13 日之 2016 海峽兩岸電化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出國日：105/10/08~105/10/11 姓名：王丞浩;事由：參加 105 年 10 月 8 日至 13 日之 2016 海峽兩岸

電化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出國日：105/10/08~105/10/11{105-H105B02Z0033} 

4.805  

105(三)年輕學者研究獎助-工

管 

(4)開會 

姓名：曹譽鐘;事由：赴香港城市大學參加第七屆全球華人工業工程與物流管理院系主任聯席會;出

國日：105/07/20~105/07/23 姓名：曹譽鐘;事由：赴香港城市大學參加第七屆全球華人工業工程與

物流管理院系主任聯席會;出國日：105/07/20~105/07/23{105-H105D01Z0031} 

50.109  

三校文創辦公室 (9)業務洽談 

姓名：管中徽;事由：前往泉州進行三校文創相關業務;出國日：105/10/19~105/10/21 姓名：管中徽;

事由：前往泉州進行三校文創相關業務;出國日：105/10/19~105/10/21{105-N105I00Z0002} 

19.522  

                (9)業務洽談 

姓名：黃忠偉;事由：前往泉州進行三校文創相關業務;出國日：105/10/19~105/10/21 姓名：黃忠偉;

事由：前往泉州進行三校文創相關業務;出國日：105/10/19~105/10/21{105-N105I00Z0001} 

19.522  

 (4)開會 

姓名：林瑞珠;事由：出席研討會與參訪 泉州;出國日：105/10/19~105/10/23 姓名：林瑞珠;事由：

泉州;出國日：105/10/19~105/10/23{105-N105I00Z0004} 

5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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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系碩士生邱詮文 105 年 7

月 25 日至 105 年 7 月 28 日赴

大陸成都  參加 2016 品質可

靠度風險維修及安全工程國際

研討會-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邱詮文;事由：邱詮文於 105/7/24-105/7/29 到大陸成都參加 2016 年品質可靠度風險維修及安

全工程國際研討會;出國日：105/07/24~105/07/29 姓名：邱詮文;事由：邱詮文於 105/7/24-105/7/29

到大陸成都參加 2016 年品質可靠度風險維修及安全工程國際研討會 ; 出國日：

105/07/24~105/07/29{105-L105A05Z0073} 

29.000  

化工系博士生 Tran Mai105 年

7 月 3 日至 105 年 7 月 8 日赴

大陸北京(Beijing)參加 the 

16th Int'l Congress on Catalysis 

(ICC 16)會議-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TRAN  MAI;事由：TRAN MAI 於 105/7/2-105/7/8 到大陸北京參加 The 16th Interational 

Congress on Catalysis;出國日：105/07/02~105/07/08 姓名：TRAN  MAI;事由：TRAN MAI 於 105/7/2-

105/7/8 到 大 陸 北 京 參 加 The 16th Interational Congress on Catalysis; 出 國 日 ：

105/07/02~105/07/08{105-L105A05Z0047} 

28.900  

化工系葉旻鑫博士 105 年 7 月

赴大陸北京參加 Nanoenergy 

and Nanosystems 2016 

(NENS2016) -機票費, 生活費.

註冊費...等 

(4)開會 

姓名：葉旻鑫;事由：7/10-7/11 前往大陸北京參加 Nanoenergy and Nanosystems 2016;出國日：

105/07/10~105/07/15 姓名：葉旻鑫;事由：7/10-7/11 前往大陸北京參加 Nanoenergy and Nanosystems 

2016;出國日：105/07/10~105/07/15{105-L105B05Z0067} 

55.000  

企管系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徐中琦 ;事由：領隊赴澳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ul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出國日：105/11/27~105/11/29 姓名：徐中琦;事

由：領隊赴澳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ul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出國日：105/11 

26.601  

有機/無機複合紡織品於智慧

建材之應用 

(7)研究 

姓名：邱智瑋;事由：至上海出席國際會議;出國日：105/08/17~105/08/20 姓名：邱智瑋;事由：至上

海出席國際會議;出國日：105/08/17~105/08/20{105-H105B02Z0021} 

50.000  

 (4)開會 

姓名：吳昌謀;事由：福州人纖會議;出國日：105/09/06~105/09/09 姓名：吳昌謀;事由：福州人纖會

議;出國日：105/09/06~105/09/09{105-H105B02Z0023} 

25.514  

 (4)開會 

姓名：李俊毅;事由：參加 105 年 10 月 14-16 日之 AFMP2016 研討會;出國日：105/10/14~105/10/18

姓名：李俊毅 ; 事由：參加 105 年 10 月 14-16 日之 AFMP2016 研討會 ; 出國日：

105/10/14~105/10/18{105-H105B02Z0027} 

4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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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開會 

姓名：吳昌謀 ;事由：參加第二屆先進功能材料和高分子材料國際研討會 ;出國日：

105/10/14~105/10/19 姓名：吳昌謀;事由：參加第二屆先進功能材料和高分子材料國際研討會;出國

日：105/10/14~105/10/19{105-H105B02Z0029} 

24.486  

 (4)開會 

姓名：村上理一;事由：參加 105 年 10 月 14-16 日之 AFMP2016 研討會以及 10 月 17-19 日參訪山

東大學;出國日：105/10/14~105/10/19 姓名：村上理一;事由：參加 105 年 10 月 14-16 日之 AFMP2016

研討會以及 10 月 17-19 日參訪山東大學;出國日：105/10/14~105/10/19{105-H105B02Z0030} 

52.176  

自控所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李敏凡;事由：至無錫專題演講、交流與參訪;出國日：105/07/15~105/08/09 姓名：李敏凡;事

由：至無錫專題演講、交流與參訪;出國日：105/07/15~105/08/09{105-H105B0110002} 

66.720  

材料系博士生周王民卉 105 年

10 月 14 日至 105 年 10 月 16

日赴大陸青島(Quingdao) 參加

第 2 屆先進功能材料和高分子

材料國際研討會-機票費.註冊

費 

(4)開會 

姓名：周王民卉;事由：周王民卉於 105/10/14-105/10/19 到大陸青島參加第二屆先進功能材料和高

分子材料國際研討會;出國日：105/10/14~105/10/19 姓名：周王民卉;事由：周王民卉於 105/10/14-

105/10/19 到大陸青島參加第二屆先進功能材料和高分子材料國際研討會 ;出國日：

105/10/14~105/10/19{105-L105A05Z0100} 

15.841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葉樹開;事由：參與 Polyfoam 2016 及 foam summit 會議暨訪問姊妹校華東理工大學;出國日：

105/10/16~105/10/19 姓名：葉樹開;事由：參與 Polyfoam 2016 及 foam summit 會議暨訪問姊妹校華

東理工大學;出國日：105/10/16~105/10/19{105-H105B02Z0031} 

14.695  

 (4)開會 

姓名：葉樹開;事由：參與國際高分子加工學會 PPS 亞澳年會暨訪問姊妹校四川大學;出國日：

105/10/10~105/10/14 姓名：葉樹開;事由：參與國際高分子加工學會 PPS 亞澳年會暨訪問姊妹校四

川大學;出國日：105/10/10~105/10/14{105-H105B02Z0032} 

15.305  

室內 3D 列印環境品質研究 (4)開會 

姓名：葉樹開;事由：參與國際高分子加工學會 PPS 亞澳年會暨訪問姊妹校四川大學;出國日：

105/10/10~105/10/14 姓名：葉樹開;事由：參與國際高分子加工學會 PPS 亞澳年會暨訪問姊妹校四

川大學;出國日：105/10/10~105/10/14{105-H105B03Z0057} 

45.479  

建構支援智慧建築之永續物聯

網架構 

(4)開會 

姓名：周碩彥;事由：赴哈爾濱參加第六屆中國教育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出國日：105/10/20~105/10/21

姓名：周碩彥 ; 事由：赴哈爾濱參加第六屆中國教育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 出國日：

2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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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20~105/10/21{105-H105D01Z0049} 

 (4)開會 

姓名：楊成發 ;事由：赴中國大陸廣東省珠海市參加 CJK 研討會(105/11/29-12/03);出國日：

105/11/29~105/12/03 姓名：楊成發;事由：赴中國大陸廣東省珠海市參加 CJK 研討會(105/11/29-

12/03);出國日：105/11/29~105/12/03{105-H105D01Z0059} 

34.220  

 (4)開會 

姓名：劉馨勤;事由：參訪及研討會;出國日：105/11/29~105/12/03 姓名：劉馨勤;事由：參訪及研討

會;出國日：105/11/29~105/12/03{105-H105D01Z0070} 

33.904  

 (4)開會 

姓名：李信福 ;事由：赴中國大陸廣東省珠海市參加 CJK 研討會(105/12/01-12/05);出國日：

105/12/01~105/12/05 姓名：李信福;事由：赴中國大陸廣東省珠海市參加 CJK 研討會(105/12/01-

12/05);出國日：105/12/01~105/12/05{105-H105D01Z0077} 

0.875  

 (4)開會 

姓名：蕭安堯 ;事由：赴中國大陸廣東省珠海市參加 CJK 研討會(105/12/01-12/05);出國日：

105/12/01~105/12/05 姓名：蕭安堯;事由：赴中國大陸廣東省珠海市參加 CJK 研討會(105/12/01-

12/05);出國日：105/12/01~105/12/05{105-H105D01Z0076} 

23.183  

 (4)開會 

2017/1/5 撥還零用金-N0.755 姓名：林秉縑;事由：參加 CJK 會議;出國日：105/12/01~105/12/05{105-

H105D01Z0073} 

8.048  

 (4)開會 

姓名：陳信豪;事由：參加 CJK 會議;出國日：105/12/01~105/12/05{105-H105D01Z0074} 

8.048  

建築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施植明;事由：10/28-31 兩岸建築學術交流會議;出國日：105/10/28~105/10/31 姓名：施植明;

事由：10/28-31 兩岸建築學術交流會議;出國日：105/10/28~105/10/31{105-H105A45Z0324} 

16.753  

建築的智慧綠網路 (9)業務洽談 

姓名：陳伯奇;事由：至武漢大學洽談合作事宜並發表演講;出國日：105/08/17~105/09/08 姓名：陳

伯奇 ; 事由：至武漢大學洽談合作事宜並發表演講 ; 出國日： 105/08/17~105/09/08{105-

H105C02Z0048} 

38.998  

 (3)訪問 

姓名：陳伯奇;事由：受邀前往福建工程學院、福州大學電氣與自動化學院、廈門理工商談合作事

宜;出國日：105/11/06~105/11/11 姓名：陳伯奇;事由：受邀前往福建工程學院、福州大學電氣與自

動化學院、廈門理工商談合作事宜;出國日：105/11/06~105/11/11{105-H105C02Z0064} 

2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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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資訊平台與綠建築應用 (4)開會 

姓名：紀佳芬;事由：至中國南京林業大學參加中華人因與工效學協會理事會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

105/06/24~105/06/27 姓名：紀佳芬;事由：至中國南京林業大學參加中華人因與工效學協會理事會

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105/06/24~105/06/27{105-H105E01Z0043} 

29.146  

 (3)訪問 

姓名：紀佳芬;事由：至北京清華大學進行參訪及合作研究洽談;出國日：105/09/14~105/09/19 姓名：

紀佳芬 ;事由：至北京清華大學進行參訪及合作研究洽談 ;出國日：105/09/14~105/09/19{105-

H105E01Z0056} 

14.592  

校控款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歐昱辰;事由：至香港參加國際會議;出國日：105/06/19~105/06/21 姓名：歐昱辰;事由：至香

港參加國際會議;出國日：105/06/19~105/06/21{105-H105A45Z0168} 

57.377  

 (4)開會 

姓名：廖慶榮;事由：1051119-20 華東校友年會;出國日：105/11/19~105/11/20 姓名：廖慶榮;事由：

1051119-20 華東校友年會;出國日：105/11/19~105/11/20{105-H105A45Z0336} 

16.732  

 (4)開會 

姓名：王復民;事由：參加 2016 海峽兩岸大學交流與合作研討會;出國日：105/12/02~105/12/04 姓

名：王復民;事由：參加 2016 海峽兩岸大學交流與合作研討會;出國日：105/12/02~105/12/04{105-

H105A45Z0343} 

33.658  

 (3)訪問 

姓名：劉代洋;事由：代表廖校長於 9/13-9/18 赴大陸地區參訪;出國日：105/09/13~105/09/18 姓名：

劉代洋 ;事由：代表廖校長於 9/13-9/18 赴大陸地區參訪 ;出國日：105/09/13~105/09/18{105-

H105A45Z0274} 

35.205  

財務金融所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陳俊男;事由：赴廈門大學交流兩岸金融領域;出國日：105/10/19~105/10/21 姓名：陳俊男;事

由：赴廈門大學交流兩岸金融領域;出國日：105/10/19~105/10/21{105-H105D05Z0001} 

11.221  

 (3)訪問 

姓名：劉代洋;事由：赴廈門大學交流兩岸金融領域;出國日：105/10/19~105/10/21 姓名：劉代洋;事

由：赴廈門大學交流兩岸金融領域;出國日：105/10/19~105/10/21{105-H105A45Z0345} 

10.593  

智能建築防災之光纖網路感測

研究與實現 

(4)開會 

姓名：廖顯奎;事由：赴中國大陸成都出席 IEEE INEC 2016 會議 發表 INVITED TALK;出國日：

105/05/08~105/05/14 姓名：廖顯奎;事由：赴中國大陸成都出席 IEEE INEC 2016 會議 發表 INVITED 

TALK;出國日：105/05/08~105/05/14{105-H105C02Z0053}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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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開會 

姓名：廖顯奎;事由：赴大陸杭州參與 ICSICT2016 會議;出國日：105/10/25~105/10/28 姓名：廖顯

奎;事由：赴大陸杭州參與 ICSICT2016 會議;出國日：105/10/25~105/10/28{105-H105C02Z0058} 

28.345  

智慧財產學院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林瑞珠;事由：出席研討會與參訪 泉州;出國日：105/10/19~105/10/23 姓名：林瑞珠;事由：

泉州;出國日：105/10/19~105/10/23{105-H105J00Z0001} 

34.432  

智慧綠建築用的新材料開發及

其智慧玻璃元件應用 

(4)開會 

姓名：廖德章;事由：本系廖德章老師於 7 月 13 至 7 月 18 日赴廣州參加 2016 中國國際新能源材

料及動力電池高峰論壇;出國日：105/07/13~105/07/18 姓名：廖德章;事由：本系廖德章老師於 7 月

13 至 7 月 18 日赴廣州參加 2016 中國國際新能源材料及動力電池高峰論壇 ;出國日：

105/07/13~105/07/18{105-H105B05Z0040} 

32.486  

智慧綠建築室內環境品質改善

計畫 

(4)開會 

姓名：張世翰;事由：赴中國南京出席「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 Looping」國際會議;

出國日：105/09/23~105/10/02 姓名：張世翰;事由：赴中國南京出席「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 Looping」國際會議;出國日：105/09/23~105/10/02{105-H105B05Z0067} 

1.975  

 (4)開會 

姓名：張晏銓;事由：赴中國南京出席「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 Looping」國際會議;

出國日：105/09/23~105/10/02 姓名：張晏銓;事由：赴中國南京出席「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 Looping」國際會議;出國日：105/09/23~105/10/02{105-H105B05Z0068} 

38.814  

 (4)開會 

姓名：曾堯宣;事由：赴中國南京出席「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 Looping」國際會議;

出國日：105/09/25~105/09/28 姓名：曾堯宣;事由：赴中國南京出席「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 Looping」國際會議;出國日：105/09/25~105/09/28{105-H105B05Z0069} 

38.582  

 (4)開會 

姓名：顧  洋;事由：參與第十二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可持續發展高峰論壇會議 ;出國日：

105/09/06~105/09/12 姓名：顧  洋;事由：參與第十二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可持續發展高峰論

壇會議;出國日：105/09/06~105/09/12{105-H105B05Z0065} 

39.585  

 (4)開會 

姓名：吳鉉智;事由：於 105 年 9 月 23 日至 105 年 10 月 2 日赴南京出席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ve 

on Chemical Looping 之國際會議;出國日：105/09/23~105/10/02 姓名：吳鉉智;事由：於 105 年 9 月

23 日至 105 年 10 月 2 日赴南京出席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ve on Chemical Looping 之國際會議;

出國日：105/09/23~105/10/02{105-H105B05Z0080} 

3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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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開會 

姓名：王吟哲;事由：於 105 年 9 月 23 日至 105 年 10 月 2 日赴南京出席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ve 

on Chemical Looping 之國際會議;出國日：105/09/23~105/10/02 姓名：王吟哲;事由：於 105 年 9 月

23 日至 105 年 10 月 2 日赴南京出席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ve on Chemical Looping 之國際會議;

出國日：105/09/23~105/10/02{105-H105B05Z0079} 

36.022  

 (4)開會 

姓名：翁珮瑄;事由：於 105 年 9 月 23 日至 105 年 10 月 2 日赴南京出席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ve 

on Chemical Looping 之國際會議;出國日：105/09/23~105/10/02 姓名：翁珮瑄;事由：於 105 年 9 月

23 日至 105 年 10 月 2 日赴南京出席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ve on Chemical Looping 之國際會議;

出國日：105/09/23~105/10/02{105-H105B05Z0078} 

36.022  

 (4)開會 

姓名：廖彗茹;事由：於 105 年 9 月 23 日至 105 年 10 月 2 日赴南京出席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ve 

on Chemical Looping 之國際會議;出國日：105/09/23~105/10/02 姓名：廖彗茹;事由：於 105 年 9 月

23 日至 105 年 10 月 2 日赴南京出席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ve on Chemical Looping 之國際會議;

出國日：105/09/23~105/10/02{105-H105B05Z0083} 

36.022  

節能智慧型建築材料量產研發 (4)開會 

姓名：張大鵬;事由：赴蘇州參加研討會及赴北京參與競賽活動;出國日：105/07/20~105/07/28 姓名：

張大鵬 ;事由：赴蘇州參加研討會及赴北京參與競賽活動 ;出國日：105/07/20~105/07/28{105-

H105B04Z0046} 

51.336  

經常費-全校性國外差旅費 (4)開會 

姓名：廖慶榮;事由：赴上海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1/01~105/11/01 姓名：

廖慶榮 ;事由：赴上海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 ;出國日：105/11/01~105/11/01{105-

M105POZ0074} 

34.321  

 (4)開會 

姓名：林右淳;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29~105/11/06 地點:上海姓

名：林右淳;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29~105/11/06 地點:上海{105-

M105POZ0081} 

39.690  

 (4)開會 

姓名：楊錦懷;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31~105/11/06 姓名：楊錦

懷;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31~105/11/06{105-M105POZ0082} 

28.886  

 (4)開會 

姓名：李敏凡;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29~105/11/06 姓名：李敏

凡;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29~105/11/06{105-M105POZ0083} 

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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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開會 

姓名：曹方綺;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30~105/11/06 姓名：曹方

綺;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30~105/11/06{105-M105POZ0084} 

33.095  

 (4)開會 

姓名：陳建樺;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30~105/11/06 姓名：陳建

樺;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30~105/11/06{105-M105POZ0085} 

36.095  

 (4)開會 

姓名：何城坤;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29~105/11/06 姓名：何城

坤;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29~105/11/06{105-M105POZ0086} 

32.007  

 (4)開會 

姓名：邱郁棋;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29~105/11/06 姓名：邱郁

棋;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0/29~105/11/06{105-M105POZ0087} 

32.007  

 (4)開會 

姓名：黃慶東;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1/01~105/11/02 姓名：黃慶

東;事由：參加第 18 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出國日：105/11/01~105/11/02{105-M105POZ0088} 

14.820  

經常費-跨校策略聯盟 (4)開會 

跨校策略聯盟－南亞技術學院何明雄助理教授(南亞技術學院大陸地區出差旅費 2016 中國國際工

業博覽會 2016/10/29-2016/11/06 地點:上海 金額:50000)跨校策略聯盟－南亞技術學院何明雄助理

教授(南亞技術學院大陸地區出差旅費 2016 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 2016/10/29-2016/11/06 地點:上海 

金額:50000){105-M105POAA0045} 

50.000  

 (4)開會 

跨校策略聯盟－聖約翰科技大學(105/10/29-105/11/06 共 9 日吳維彬至上海參加 2016 年第 18 屆工

業博覽會，外單位未 KEY 系統)跨校策略聯盟－聖約翰科技大學(105/10/29-105/11/06 共 9 日吳維

彬至上海參加 2016 年第 18 屆工業博覽會，外單位未 KEY 系統){105-M105POAA0042} 

50.000  

 (7)研究 

跨校策略聯盟－華夏科技大學(10/30-11/6 華夏科技大學何昇運、洪英訓老師至上海虹橋工博)跨校

策略聯盟－華夏科技大學(10/30-11/6 華夏科技大學何昇運、洪英訓老師至上海虹橋工博){105-

M105POAA0044} 

50.000  

 (7)研究 

跨校策略聯盟－明志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史德智 10/29-11/6 至上海工博)跨校策略聯盟－明志

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史德智 10/29-11/6 至上海工博){105-M105POAA0041} 

4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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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2016 海峽兩岸電化學

學術研討會」-105/10/8-

105/10/13 

(4)開會 

姓名：王丞浩;事由：參加 105 年 10 月 8 日至 13 日之 2016 海峽兩岸電化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出國日：105/10/08~105/10/11 姓名：王丞浩;事由：參加 105 年 10 月 8 日至 13 日之 2016 海峽兩岸

電化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出國日：105/10/08~105/10/11{105-L105B05Z0116} 

45.610  

 (4)開會 

姓名：黃炳照;事由：10/8-10/14 黃炳照老師赴大陸合肥參加 2016 兩岸電化學學術研討會;出國日：

105/10/08~105/10/14 姓名：黃炳照;事由：10/8-10/14 黃炳照老師赴大陸合肥參加 2016 兩岸電化學

學術研討會;出國日：105/10/08~105/10/14{105-L105B05Z0112} 

45.611  

 (4)開會 

姓名：王復民;事由：10/8-10/11 王復民老師赴大陸合肥參加 2016 兩岸電化學學術研討會;出國日：

105/10/08~105/10/11 姓名：王復民;事由：10/8-10/11 王復民老師赴大陸合肥參加 2016 兩岸電化學

學術研討會;出國日：105/10/08~105/10/11{105-L105B05Z0109} 

37.722  

 (4)開會 

姓名：蘇威年;事由：10/8-10/13 蘇威年老師赴大陸合肥參加 2016 兩岸電化學學術研;出國日：

105/10/08~105/10/13 姓名：蘇威年;事由：10/8-10/13 蘇威年老師赴大陸合肥參加 2016 兩岸電化學

學術研;出國日：105/10/08~105/10/13{105-L105B05Z0120} 

45.610  

補助「第一屆臺灣-香港電化

學能源研討會」-105/06/29-

105/06/30 

(4)開會 

姓名：FAUZAN;事由：第一屆台灣-香港電化學能源研討會;出國日：105/06/28~105/06/30 姓名：

FAUZAN;事由：第一屆台灣 -香港電化學能源研討會 ;出國日： 105/06/28~105/06/30{105-

L105I05Z0015} 

14.000  

 (4)開會 

姓名：黃詩涵;事由：第一屆台灣-香港電化學能源研討會;出國日：105/06/28~105/06/30 姓名：黃詩

涵;事由：第一屆台灣-香港電化學能源研討會;出國日：105/06/28~105/06/30{105-L105I05Z0016} 

14.000  

 (4)開會 

姓名：葉南宏;事由：第一屆台灣-香港電化學能源研討會;出國日：105/06/28~105/06/30 姓名：葉南

宏;事由：第一屆台灣-香港電化學能源研討會;出國日：105/06/28~105/06/30{105-L105I05Z0017} 

16.501  

電子系出國旅費 (7)研究 

姓名：林郁辰;事由：參加 2016 亞洲創新大賽;出國日：105/10/14~105/10/17 姓名：林郁辰;事由：

參加 2016 亞洲創新大賽;出國日：105/10/14~105/10/17{105-H105C02Z0054}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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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研究 

姓名：李杰;事由：參加 2016 亞洲創新大賽;出國日：105/10/14~105/10/17 姓名：李杰;事由：參加

2016 亞洲創新大賽;出國日：105/10/14~105/10/17{105-H105C02Z0056} 

12.000  

 (7)研究 

姓名：官筱芬;事由：參加 2016 亞洲創新大賽決賽;出國日：105/10/14~105/10/17 姓名：官筱芬;事

由：參加 2016 亞洲創新大賽決賽;出國日：105/10/14~105/10/17{105-H105C02Z0055} 

12.000  

電子系博士生陳明正 105 年 5

月 22 日至 105 年 5 月 25 日赴

大陸安徽合肥參加 2016 年國

際電力電子及運動控制會議-

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陳明正;事由：出席 IPEMC ECCE Asia 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隨團參訪杭州浙江大學

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105/05/21~105/05/28 姓名：陳明正;事由：出席 IPEMC ECCE Asia 國際學

術研討會發表論文，隨團參訪杭州浙江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105/05/21~105/05/28{105-

L105A05Z0038} 

20.102  

電子系博士生楊正諺 105 年 5

月 22 日至 105 年 5 月 25 日赴

大陸安徽合肥參加 2016 年國

際電力電子及運動控制會議-

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楊政諺;事由：出席 IPEMC 2016-ECCE Asia 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隨團參訪杭州浙江

大學;出國日：105/05/21~105/05/28 姓名：楊政諺;事由：出席 IPEMC 2016-ECCE Asia 國際學術研

討會發表論文，隨團參訪杭州浙江大學;出國日：105/05/21~105/05/28{105-L105A05Z0037} 

20.102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黃柏仁;事由：105 大陸招生;出國日：105/09/02~105/09/08 姓名：黃柏仁;事由：105 大陸招

生;出國日：105/09/02~105/09/08{105-H105D00Z0005} 

61.209  

 (9)業務洽談 

姓名：陳俊良;事由：105 大陸招生;出國日：105/09/02~105/09/08 姓名：陳俊良;事由：105 大陸招

生;出國日：105/09/02~105/09/08{105-H105D00Z0006} 

40.000  

電機系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陳俊良;事由：105 大陸招生;出國日：105/09/02~105/09/08{105-H105C01Z0026} 

21.209  

數位所碩士生張宜馨 105 年 5

月 23 日至 105 年 5 月 27 日赴

大陸香港(Hong Kong) 參加第

20 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

用大會-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張宜馨;事由：張宜馨於 105/5/22-105/5/28 到大陸香港參加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出

國日：105/05/22~105/05/28 姓名：張宜馨;事由：張宜馨於 105/5/22-105/5/28 到大陸香港參加全球

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出國日：105/05/22~105/05/28{105-L105A05Z0051}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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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科所碩士生張韶宸 105 年 5

月 23 日至 105 年 5 月 27 日赴

大陸香港(Hong Kong) 參加第

20 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

用大會-機票費.註冊費 

(4)開會 

姓名：張韶宸;事由：張韶宸於 105/5/22-105/5/28 到大陸香港參加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出

國日：105/05/22~105/05/28 姓名：張韶宸;事由：張韶宸於 105/5/22-105/5/28 到大陸香港參加全球

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出國日：105/05/22~105/05/28{105-L105A05Z0058} 

18.000  

營建系出國旅費 (4)開會 

姓名：張偉哲;事由：赴大陸湖南長沙參加研討會;出國日：105/08/12~105/08/17 姓名：張偉哲;事由：

赴大陸湖南長沙參加研討會;出國日：105/08/12~105/08/17{105-H105B04Z0044} 

20.000  

 (7)研究 

姓名：吳柏緯;事由：赴北京參加競賽活動;出國日：105/07/21~105/07/26 姓名：吳柏緯;事由：赴北

京參加競賽活動;出國日：105/07/21~105/07/26{105-H105B04Z0049} 

11.800  

 (7)研究 

姓名：李亞儒;事由：赴北京參加競賽活動;出國日：105/07/21~105/07/26 姓名：李亞儒;事由：赴北

京參加競賽活動;出國日：105/07/21~105/07/26{105-H105B04Z0048} 

11.800  

 (7)研究 

姓名：李?櫻;事由：赴北京參加競賽活動;出國日：105/07/21~105/07/26 姓名：李?櫻;事由：赴北京

參加競賽活動;出國日：105/07/21~105/07/26{105-H105B04Z0047} 

11.800  

 (7)研究 

姓名：張明堯;事由：赴北京參加競賽活動;出國日：105/07/21~105/07/26 姓名：張明堯;事由：赴北

京參加競賽活動;出國日：105/07/21~105/07/26{105-H105B04Z0050} 

11.800  

 (7)研究 

姓名：盧奕羽;事由：赴北京參加競賽活動;出國日：105/07/21~105/07/26 姓名：盧奕羽;事由：赴北

京參加競賽活動;出國日：105/07/21~105/07/26{105-H105B04Z0054} 

11.800  

醫工所駱主安博士後研究員

105 年 11 月赴大陸北京參加中

華醫學會第十八屆骨科學術會

議暨第十一屆 COA 國際學術

大會 -機票費, 生活費.註冊

費...等 

(4)開會 

姓名：駱主安;事由：赴大陸北京出席中華醫學會第十八屆骨科學術會議暨第十一屆 COA 國際學

術大會;出國日：105/11/16~105/11/21 姓名：駱主安;事由：赴大陸北京出席中華醫學會第十八屆骨

科學術會議暨第十一屆 COA 國際學術大會;出國日：105/11/16~105/11/21{105-L105I03Z0011} 

40.000  

合計  257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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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陸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