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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政府補助收入)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至 106 年 6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第 3 年)第 18 屆國家講

座講助經費 

(4)開會 

姓名：蔡今中;事由：赴菲律賓參加研討會及演講;出國日：

106/03/27~106/03/31 姓名：蔡今中;事由：赴菲律賓參加研討會

及演講;出國日：106/03/27~106/03/31{106-D106F05Z0002} 

44.360 

 

103 學年度(三)年輕學者

研究獎助-化工 

 

 

(7)研究 

姓名：江偉宏;事由：應邀到韓國國立核融合研究中心 NFRI 進

行移地研究及學術交流;出國日：106/01/08~106/01/12 姓名：江

偉宏;事由：應邀到韓國國立核融合研究中心 NFRI 進行移地研

究及學術交流;出國日：106/01/08~106/01/12{106-

H106B05Z0002} 

52.303 

 

 

 

 

(7)研究 

姓名：江偉宏;事由：應邀到早稻田大學進行移地研究及學術交

流;出國日：106/04/17~106/04/21 姓名：江偉宏;事由：應邀到

早稻田大學進行移地研究及學術交流;出國日：
106/04/17~106/04/21{106-H106B05Z0005} 

5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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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本京都大學參與第 10 屆台日橋梁工

程研討會;出國日：106/03/31~106/04/02 姓名：邱建國;事由：
4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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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赴日本京都大學參與第 10 屆台日橋梁工程研討會;出國日：
106/03/31~106/04/02{106-H106B04Z0005} 

 

 

(4)開會 

姓名：邱建國;事由：赴日本京都大學參與第 19 屆建築與營建

工程國際會議;出國日：106/04/26~106/04/29 姓名：邱建國;事

由：赴日本京都大學參與第 19 屆建築與營建工程國際會議;出

國日：106/04/26~106/04/29{106-H106B04Z0006} 

54.547 

 

104-2911-I-011-504-MY2         (9)業務洽談 

姓名：戴  龑;事由：赴德國海德堡執行 MOST-DAAD 計畫研

究討論;出國日：105/11/26~105/12/05 姓名：戴  龑;事由：赴

德國海德堡執行 MOST-DAAD 計畫研究討論;出國日：

105/11/26~105/12/05{106-L106B05Z0008} 

34.639 

 

         (9)業務洽談 

姓名：戴  龑;事由：赴德國海德堡執行 MOST-DAAD 計畫研

究討論;出國日：105/11/26~105/12/05{106-L106B05Z0008} 

32.147 

 

104-2911-I-011-505-MY2         (3)訪問 

姓名：黃炳照;事由：12/9-12/16 前往德國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at Berlin)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105/12/09~105/12/16

姓名：黃炳照;事由：12/9-12/16 前往德國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at Berlin)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
105/12/09~105/12/16{106-L106B05Z0010} 

45.211 

 

 (3)訪問 

姓名：黃炳照;事由：12/9-12/16 前往德國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at Berlin)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
105/12/09~105/12/16{106-L106B05Z0010} 

2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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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3)訪問 

姓名：蔡孟哲;事由：博士後研究蔡孟哲 12/9-12/25 前往德國柏

林自由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105/12/09~105/12/25 姓名：

蔡孟哲;事由：博士後研究蔡孟哲 12/9-12/25 前往德國柏林自由

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105/12/09~105/12/25{106-

L106B05Z0015} 

46.674 

 

 (3)訪問 

姓名：蔡孟哲;事由：博士後研究蔡孟哲 12/9-12/25 前往德國柏

林自由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105/12/09~105/12/25{106-

L106B05Z0015} 

49.576 

 

 (3)訪問 

姓名：蔡孟哲;事由：博士後研究蔡孟哲 12/9-12/25 前往德國柏

林自由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105/12/09~105/12/25{106-

L106B05Z0015} 

0.373 

 

105-2911-I-011-501             (7)研究 

姓名：氏原真樹;事由：赴法國史特拉斯堡協助完成計畫,加強

研究能力;出國日：106/02/15~106/02/23 姓名：氏原真樹;事

由：赴法國史特拉斯堡協助完成計畫,加強研究能力;出國日：
106/02/15~106/02/23{106-L106I05Z0014} 

33.850 

 

 (7)研究 

姓名：氏原真樹;事由：赴法國史特拉斯堡協助完成計畫,加強

研究能力;出國日：106/02/15~106/02/23{106-L106I05Z0014} 

32.961 

 

 (7)研究 

姓名：張家綺;事由：赴法國史特拉斯堡協助完成計畫且加強研

究能力，促進台法學術交流;出國日：106/01/20~106/02/26 姓
3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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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名：張家綺;事由：赴法國史特拉斯堡協助完成計畫且加強研究

能力，促進台法學術交流;出國日：106/01/20~106/02/26{106-

L106I05Z0015} 

 (7)研究 

姓名：張家綺;事由：赴法國史特拉斯堡協助完成計畫且加強研

究能力，促進台法學術交流;出國日：106/01/20~106/02/26{106-

L106I05Z0015} 

149.518 

 

105-2911-I-011-504             (3)訪問 

姓名：蕭印廷;事由：法國巴黎參訪，進行實驗;出國日：

105/12/09~105/12/25 姓名：蕭印廷;事由：法國巴黎參訪，進行

實驗;出國日：105/12/09~105/12/25{106-L106I02Z0001} 

25.386 

 

105-2911-I-011-505             (7)研究 

姓名：阮聖彰;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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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8~106/01/23 姓名：阮聖

彰;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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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8~106/01/23{106-L106C02Z0009} 

50.610 

 

 (7)研究 

姓名：阮聖彰;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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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8~106/01/23{106-

L106C02Z0009} 

61.091 

 

 (7)研究 

姓名：阮聖彰;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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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8~106/01/23{106-

L106C02Z0009}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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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105-2911-I-011-511             (9)業務洽談 

姓名：廖德章;事由：本系廖德章教授於 105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2 日赴澳大利亞墨爾本執行科技部雙邊人員互訪-台澳科

學合作協定;出國日：105/11/29~105/12/13 姓名：廖德章;事

由：本系廖德章教授於 105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2 日赴澳大

利亞墨爾本執行科技部雙邊人員互訪-台澳科學合作協定;出國

日：105/11/29~105/12/13{105-L105B05Z0140} 

40.500 

 

          (9)業務洽談 

姓名：廖德章;事由：本系廖德章教授於 105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2 日赴澳大利亞墨爾本執行科技部雙邊人員互訪-台澳科

學合作協定;出國日：105/11/29~105/12/13{105-L105B05Z0140} 

82.376 

 

105-2918-I-011-006             (7)研究 

姓名：蔡孟蓉;事由：赴美國亞特蘭大國外短期研究;出國日：

105/01/16~105/08/16 姓名：蔡孟蓉;事由：赴美國亞特蘭大國外

短期研究;出國日：105/01/16~105/08/16{106-L106F05Z0012} 

501.750 

 

105-2922-I-011-048             (4)開會 

姓名：TILAHUN AYA;事由：Tilahun Ayane Debele(提拉罕)於

105/12/4-105/12/11 到美國鳳凰城參加第 13 屆國際奈米科技博

覽會;出國日：105/12/04~105/12/11 姓名：TILAHUN AYA;事

由：Tilahun Ayane Debele(提拉罕)於 105/12/4-105/12/11 到美國

鳳凰城參加第 13 屆國際奈米科技博覽會;出國日：

105/12/04~105/12/11{105-L105A05Z0102} 

47.000 

 

105-2922-I-011-098             (4)開會 

姓名：林宜鋒;事由：林宜鋒於 105/10/24-105/10/30 到新加坡參

加亞洲能源與電力系統及運輸電氣化會議;出國日：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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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105/10/24~105/10/30 姓名：林宜鋒;事由：林宜鋒於 105/10/24-

105/10/30 到新加坡參加亞洲能源與電力系統及運輸電氣化會

議;出國日：105/10/24~105/10/30{105-L105A05Z0103} 

105-2922-I-011-099             (4)開會 

姓名：徐永隆;事由：徐永隆於 105/10/24-105/10/30 到新加坡參

加亞洲能源與電力系統及運輸電氣化會議;出國日：

105/10/24~105/10/30 姓名：徐永隆;事由：徐永隆於 105/10/24-

105/10/30 到新加坡參加亞洲能源與電力系統及運輸電氣化會

議;出國日：105/10/24~105/10/30{105-L105A05Z0104} 

19.795 

 

105-2922-I-011-101             (4)開會 

姓名：簡忻蘋;事由：簡忻蘋於 105/12/6-105/12/16 到日本福岡

參加國際顯示器研討會;出國日：105/12/06~105/12/16 姓名：簡

忻蘋;事由：簡忻蘋於 105/12/6-105/12/16 到日本福岡參加國際

顯示器研討會;出國日：105/12/06~105/12/16{105-

L105A05Z0106} 

13.198 

 

105-2922-I-011-104             (4)開會 

姓名：李偉廷;事由：李偉廷於 105/11/26-105/12/7 到美國波士

頓參加 2016 年材料研討會議;出國日：105/11/26~105/12/07 姓

名：李偉廷;事由：李偉廷於 105/11/26-105/12/7 到美國波士頓

參加 2016 年材料研討會議;出國日：105/11/26~105/12/07{105-

L105A05Z0108} 

32.000 

 

105-2922-I-011-106             (4)開會 

姓名：李思毅;事由：李思毅於 105/11/23-105/12/2 到馬來西亞

麻六甲參加 2016 年第六屆國際電力與能源研討會;出國日：

105/11/23~105/12/02 姓名：李思毅;事由：李思毅於 105/11/23-

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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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105/12/2 到馬來西亞麻六甲參加 2016 年第六屆國際電力與能源

研討會;出國日：105/11/23~105/12/02{106-L106A05Z0001} 

105-2922-I-011-109             (4)開會 

姓名：李其真;事由：李其真於 105/12/06-105/12/14 到日本福岡

參加第 23 屆國際顯示器與亞洲顯示器研討會;出國日：

105/12/06~105/12/14 姓名：李其真;事由：李其真於 105/12/06-

105/12/14 到日本福岡參加第 23 屆國際顯示器與亞洲顯示器研

討會;出國日：105/12/06~105/12/14{105-L105A05Z0107} 

11.588 

 

105 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

全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

畫-化工系 

(3)訪問 

撥還零用金  NO.033 姓名：黃偉杰;事由：赴印尼與日本 OIT

及印尼 WMCU 進行 PBL 活動;出國日：
106/02/08~106/02/14{106-D106B05Z0005} 

8.700 

 

 (3)訪問 

姓名：沈孝錚;事由：赴印尼與日本 OIT 及印尼 WMCU 進行

PBL 活動;出國日：106/02/08~106/02/14{106-D106B05Z0006} 

8.700 

 

 (3)訪問 

姓名：陳冠豪;事由：赴印尼與日本 OIT 及印尼 WMCU 進行

PBL 活動;出國日：106/02/08~106/02/14{106-D106B05Z0007} 

8.700 

 

 (3)訪問 

姓名：蔡政憲;事由：赴印尼與日本 OIT 及印尼 WMCU 進行

PBL 活動;出國日：106/02/08~106/02/14{106-D106B05Z0008} 

8.700 

 

 (3)訪問 

姓名：曾俊豪;事由：赴印尼與日本 OIT 及印尼 WMCU 進行

PBL 活動;出國日：106/02/08~106/02/14{106-D106B05Z0009} 

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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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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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欽;事由：參加 IEE IFEC2017 未來能源挑戰賽(期中

報告);出國日：106/03/24~106/03/30 姓名：劉文欽;事由：參加

IEE IFEC2017 未來能源挑戰賽(期中報告);出國日：

106/03/24~106/03/30{106-D106C02Z0056} 

50.000 

 

 (4)開會 

姓名：謝禾彥、許任捷、蘇冠武、陳柏翰等四位學生;事由：

2017 Microsoft Indoor Localization Competition;出國日：

106/04/16~106/04/22 姓名：謝禾彥;事由：2017 Microsoft Indoor 

Localization Competition;出國日：106/04/16~106/04/21{106-

D106C02Z0062} 

45.412 

 

 (4)開會 

姓名：許任捷;事由：2017 Microsoft Indoor Localization 

Competition;出國日：106/04/16~106/04/22{106-D106C02Z0063} 

47.330 

 

 (4)開會 

姓名：蘇冠武;事由：2017 Microsoft Indoor Localization 

Competition;出國日：106/04/16~106/04/22{106-D106C02Z0064} 

46.435 

 

 (4)開會 

姓名：陳柏翰;事由：2017 Microsoft Indoor Localization 

Competition;出國日：106/04/16~106/04/21{106-D106C02Z0066} 

45.412 

 

 (3)訪問 

姓名：呂政修;事由：觀摩並學習全英語教學相關事宜;出國

日：106/04/21~106/05/01 姓名：呂政修;事由：觀摩並學習全英

語教學相關事宜;出國日：106/04/21~106/05/01{106-

D106C02Z0072} 

7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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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3)訪問 

姓名：陳伯奇;事由：觀摩並學習全英語教學相關事宜;出國

日：106/04/21~106/05/01 姓名：陳伯奇;事由：觀摩並學習全英

語教學相關事宜;出國日：106/04/21~106/05/01{106-

D106C02Z0073} 

75.027 

 

 (3)訪問 

姓名：沈中安;事由：赴紐約州羅徹斯特理工(RIT)觀摩並學習

全英語教學相關事宜。;出國日：106/04/21~106/05/01 姓名：沈

中安;事由：赴紐約州羅徹斯特理工(RIT)觀摩並學習全英語教

學相關事宜。;出國日：106/04/21~106/05/01{106-

D106C02Z0082} 

74.653 

 

 (3)訪問 

姓名：鄭瑞光;事由：拜訪紐約州羅徹斯特理工 (RIT)，觀摩、

學習全英語教學;出國日：106/04/21~106/05/01 姓名：鄭瑞光;

事由：拜訪紐約州羅徹斯特理工 (RIT)，觀摩、學習全英語教

學;出國日：106/04/21~106/05/01{106-D106C02Z0089} 

75.605 

 

106-2914-I-011-001-A1          (4)開會 

姓名：NGUYEN THI;事由：赴日本名古屋參加研討會;出國

日：106/04/20~106/04/24 姓名：NGUYEN THI;事由：赴日本名

古屋參加研討會;出國日：106/04/20~106/04/24{106-

L106D01Z0050} 

50.000 

 

106-2922-I-011-001             (4)開會 

姓名：蔡孟哲;事由：赴美國舊金山參加 2017 年美西光電展會

議;出國日：106/01/26~106/02/05 姓名：蔡孟哲;事由：赴美國

舊金山參加 2017 年美西光電展會議;出國日：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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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106/01/26~106/02/05{106-L106A06Z0001} 

106-2922-I-011-002             (4)開會 

姓名：吳孟倫;事由：吳孟倫於 106/1/6-106/1/11 到馬來西亞檳

城參加國際先進影像技術研討會 2017;出國日：

106/01/06~106/01/11 姓名：吳孟倫;事由：吳孟倫於 106/1/6-

106/1/11 到馬來西亞檳城參加國際先進影像技術研討會 2017;出

國日：106/01/06~106/01/11{106-L106A06Z0002} 

16.000 

 

106-2922-I-011-003             (4)開會 

姓名：高靜君;事由：106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7 日赴日本名古

屋參加先進電漿科學應用於氮化物及奈米材料國際會議;出國

日：106/02/28~106/03/07 姓名：高靜君;事由：106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7 日赴日本名古屋參加先進電漿科學應用於氮化物及

奈米材料國際會議;出國日：106/02/28~106/03/07{106-

L106A06Z0004} 

14.500 

 

106-2922-I-011-004             (4)開會 

姓名：張凱程;事由：106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5 日赴日本名古屋

參加先進電漿科學應用於氮化物及奈米材料國際會議;出國日：

106/02/28~106/03/07 姓名：張凱程;事由：106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5 日赴日本名古屋參加先進電漿科學應用於氮化物及奈米材

料國際會議;出國日：106/02/28~106/03/07{106-L106A06Z0003} 

14.500 

 

106-2922-I-011-005             (4)開會 

姓名：蘇冠武;事由：2017/3/19-2017/3/22 赴美國舊金山電機電

子工程師學會無線通訊與網路研討會;出國日：

106/03/20~106/03/25 姓名：蘇冠武;事由：2017/3/19-2017/3/22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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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赴美國舊金山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無線通訊與網路研討會;出國

日：106/03/20~106/03/25{106-L106A06Z0006} 

106-2922-I-011-006             (4)開會 

姓名：孫亦增;事由：106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7 日赴日本名古

屋參加先進電漿科學應用於氮化物及奈米材料國際會議;出國

日：106/02/28~106/03/07 姓名：孫亦增;事由：106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7 日赴日本名古屋參加先進電漿科學應用於氮化物及

奈米材料國際會議;出國日：106/02/28~106/03/07{106-

L106A06Z0005} 

14.000 

 

106-2922-I-011-007             (4)開會 

姓名：龔柏璁;事由：赴美國舊金山參加 253 屆美國化學協會國

際會議(106/04/02～106/04/06);出國日：106/03/31~106/04/08 姓

名：龔柏璁;事由：赴美國舊金山參加 253 屆美國化學協會國際

會議(106/04/02～106/04/06);出國日：106/03/31~106/04/08{106-

L106A06Z0010} 

32.000 

 

106-2922-I-011-009             (4)開會 

姓名：游家齊;事由：於 106 年 04 月 23 日至 29 日參加美國聖

地牙哥市舉辦之國際金屬鍍膜暨薄膜材料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出

國日：106/04/23~106/04/30 姓名：游家齊;事由：於 106 年 04

月 23 日至 29 日參加美國聖地牙哥市舉辦之國際金屬鍍膜暨薄

膜材料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出國日：106/04/23~106/04/30{106-

L106A06Z0015} 

44.000 

 

106-2922-I-011-010             (4)開會 

姓名：NIKLAS BOEN;事由：於 106 年 04 月 23 日至 29 日參

加美國聖地牙哥市舉辦之國際金屬鍍膜暨薄膜材料研討會並發
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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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表論文;出國日：106/04/23~106/04/30 姓名：NIKLAS BOEN;事

由：於 106 年 04 月 23 日至 29 日參加美國聖地牙哥市舉辦之

國際金屬鍍膜暨薄膜材料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04/23~106/04/30{106-L106A06Z0018} 

106-2922-I-011-011             (4)開會 

姓名：MOLLA;事由：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MOLLA 同學參加奈

米世界會議;出國日：106/04/02~106/04/19 姓名：MOLLA;事

由：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MOLLA 同學參加奈米世界會議;出國

日：106/04/02~106/04/19{106-L106A06Z0012} 

44.000 

 

106-2922-I-011-012             (4)開會 

姓名：方之宜;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_化

工系方之宜赴西班牙巴塞隆納出席 2017 石墨烯;出國日：

106/03/24~106/04/10 姓名：方之宜;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

生出席國際會議_化工系方之宜赴西班牙巴塞隆納出席 2017 石

墨烯;出國日：106/03/24~106/04/10{106-L106A06Z0008} 

32.000 

 

106-2922-I-011-013             (4)開會 

姓名：陳秉彥;事由：106/4/01-106/4/09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博士

生陳秉彥附美國舊金山出席 235rd 美國化學協會全國會議;出國

日：106/04/01~106/04/09 姓名：陳秉彥;事由：106/4/01-

106/4/09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博士生陳秉彥附美國舊金山出席

235rd 美國化學協會全國會議;出國日：

106/04/01~106/04/09{106-L106A06Z0007} 

32.000 

 

106-2922-I-011-016             (4)開會 

姓名：林凱聖;事由：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MOST-106-

2922-I-011-016)_化工系林凱聖同學參加第 253 屆美國化學學會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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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國家研討會;出國日：106/03/31~106/04/10 姓名：林凱聖;事

由：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MOST-106-2922-I-011-016)_化工

系林凱聖同學參加第 253 屆美國化學學會國家研討會;出國日：
106/03/31~106/04/10{106-L106A06Z0009} 

106-2922-I-011-017             (4)開會 

姓名：黃昱維;事由：赴英國倫敦參加 2017 鋰硫電池研討會(機

制，模擬，材料);出國日：106/04/20~106/05/02 姓名：黃昱維;

事由：赴英國倫敦參加 2017 鋰硫電池研討會(機制，模擬，材

料);出國日：106/04/20~106/05/02{106-L106A06Z0016} 

32.000 

 

106-2922-I-011-018             (4)開會 

姓名：FAI;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_化工系

宋喜蒂出席-;出國日：106/04/09~106/04/16 姓名：FAI;事由：科

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_化工系宋喜蒂出席-;出國

日：106/04/09~106/04/16{106-L106A06Z0011} 

16.000 

 

106-2922-I-011-019             (4)開會 

姓名：IND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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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ndhita 參加第四屆工業工程與應用國際會議;

出國日：106/04/20~106/04/25 姓名：IND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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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ndhita 參加第

四屆工業工程與應用國際會議;出國日：
106/04/20~106/04/25{106-L106A06Z0013} 

25.000 

 

106-2922-I-011-021             (4)開會 

姓名：陳欣妤;事由：赴美國夏威夷州參加國際醫用磁共振學會

年會;出國日：106/04/19~106/04/30 姓名：陳欣妤;事由：赴美

國夏威夷州參加國際醫用磁共振學會年會;出國日：

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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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106/04/19~106/04/30{106-L106A06Z0014} 

106-2922-I-011-026             (4)開會 

姓名：余宗諺;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機械系碩士生余宗諺附日本札幌參加應用系統創新國際會議;出

國日：106/05/12~106/05/18 姓名：余宗諺;事由：科技部補助國

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機械系碩士生余宗諺附日本札幌參

加應用系統創新國際會議;出國日：106/05/12~106/05/18{106-

L106A06Z0019} 

16.000 

 

106-2922-I-011-030             (4)開會 

姓名：張婷惟;事由：106/5/13-17 赴日本札幌(Sapporo)參加臺

灣知識創新學會;出國日：106/05/12~106/05/19 姓名：張婷惟;

事由：106/5/13-17 赴日本札幌(Sapporo)參加臺灣知識創新學

會;出國日：106/05/12~106/05/19{106-L106A06Z0017} 

16.000 

 

工程學院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陳品銓;事由：招生;出國日：106/02/06~106/02/10 姓

名：陳品銓;事由：招生;出國日：106/02/06~106/02/10{106-

H106B00Z0004} 

42.611 

 

 (9)業務洽談 

姓名：王孟菊;事由：招生;出國日：106/02/08~106/02/11 姓

名：王孟菊;事由：招生;出國日：106/02/08~106/02/11{106-

H106B00Z0005} 

33.436 

 

 (9)業務洽談 

姓名：李芃萱;事由：招生;出國日：106/02/08~106/02/08 姓

名：李芃萱;事由：招生;出國日：106/02/08~106/02/08{106-

H106B00Z0001} 

1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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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9)業務洽談 

姓名：李振綱;事由：招生;出國日：106/02/06~106/02/10 姓

名：李振綱;事由：招生;出國日：106/02/06~106/02/10{106-

H106B00Z0003} 

41.795 

 

 (9)業務洽談 

姓名：邱建國;事由：招生;出國日：106/02/06~106/02/08 姓

名：邱建國;事由：招生;出國日：106/02/06~106/02/08{106-

H106B00Z0002} 

29.897 

 

 (9)業務洽談 

姓名：劉志成;事由：招生;出國日：106/02/08~106/02/12 姓

名：劉志成;事由：招生;出國日：106/02/08~106/02/12{106-

H106B00Z0006} 

37.424 

 

工管系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王孔政;事由：本系王孔政教授前往印尼 ITS、ITB 及

Peter Christian U.私立學校等學校招生及參訪，並與印尼學校學

術交流及討論未來合作事宜;出國日：106/03/12~106/03/17 姓

名：王孔政;事由：本系王孔政教授前往印尼 ITS、ITB 及 Peter 

Christian U.私立學校等學校招生及參訪，並與印尼學校學術交

流及討論未來合作事宜;出國日：106/03/12~106/03/17{106-

H106A45Z0107} 

43.723 

 

 (9)業務洽談 

姓名：楊朝龍;事由：本系朝龍助理教授前往印尼 UGM、UI 及

私立學校等學校招生及參訪，並與印尼學校學術交流及討論未

來合作事宜;出國日：106/03/15~106/03/18 姓名：楊朝龍;事

由：本系朝龍助理教授前往印尼 UGM、UI 及私立學校等學校

4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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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招生及參訪，並與印尼學校學術交流及討論未來合作事宜;出國

日：106/03/15~106/03/18{106-H106A45Z0106} 

化工系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黃炳照;事由：1/17-20 前往日本北陸先端大學、東工大

學、早稻田大學訪問;出國日：106/01/17~106/01/20 姓名：黃炳

照;事由：1/17-20 前往日本北陸先端大學、東工大學、早稻田

大學訪問;出國日：106/01/17~106/01/20{106-H106B05Z0007} 

29.125 

 

 (3)訪問 

姓名：江偉宏;事由：前往日本北陸先端大學訪問及討論合作事

宜;出國日：106/01/17~106/01/20 姓名：江偉宏;事由：前往日

本北陸先端大學訪問及討論合作事宜;出國日：
106/01/17~106/01/20{106-H106B05Z0008} 

29.125 

 

 (3)訪問 

姓名：江志強;事由：前往日本北陸先端大學訪問及討論合作事

宜;出國日：106/01/17~106/01/20 姓名：江志強;事由：前往日

本北陸先端大學訪問及討論合作事宜;出國日：
106/01/17~106/01/20{106-H106B05Z0009} 

3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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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碩彥;事由：參加 4th German-U.S.-Japanese Workshop 

onIndustry 4.0, Cyber-Physical Systems, and Big Data/拜訪駐巴黎

經濟文化辦事;出國日：106/04/19~106/04/25 姓名：周碩彥;事

由：參加 4th German-U.S.-Japanese Workshop onIndustry 4.0, 

Cyber-Physical Systems, and Big Data/拜訪駐巴黎經濟文化辦事;

出國日：106/04/19~106/04/25{106-D106A34Z0006} 

7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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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4)開會 

姓名：朱瑾;事由：參加德國漢諾威工業展;出國日：

106/04/26~106/04/30 姓名：朱  瑾;事由：參加德國漢諾威工業

展;出國日：106/04/26~106/04/30{106-D106A34Z0005} 

84.072 

 

典範重塑-教研國際合作

新標竿 

(9)業務洽談 

姓名：朱曉萍;事由：赴東京工業大學研商校際合作事宜;出國

日：106/01/18~106/01/19 姓名：朱曉萍;事由：赴東京工業大學

研商校際合作事宜;出國日：106/01/18~106/01/19{106-

D106POZ0005} 

29.569 

 

 (9)業務洽談 

姓名：李篤中;事由：赴東京工業大學研商校際合作事宜;出國

日：106/01/18~106/01/19 姓名：李篤中;事由：赴東京工業大學

研商校際合作事宜;出國日：106/01/18~106/01/19{106-

D106POZ0007} 

69.569 

 

 (9)業務洽談 

姓名：江泰槿;事由：赴東京工業大學研商校際合作事宜;出國

日：106/01/17~106/01/21 姓名：江泰槿;事由：赴東京工業大學

研商校際合作事宜;出國日：106/01/17~106/01/21{106-

D106POZ0009} 

56.571 

 

 (9)業務洽談 

姓名：江行全;事由：赴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研商校際合作事宜;

出國日：106/01/18~106/01/19 姓名：江行全;事由：赴日本東京

工業大學研商校際合作事宜;出國日：106/01/18~106/01/19{106-

D106POZ0010} 

33.637 

 

 (4)開會 4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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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姓名：朱曉萍;事由：出席 2017 第一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國

日：106/03/08~106/03/11 姓名：朱曉萍;事由：出席 2017 第一

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國日：106/03/08~106/03/11{106-

D106POZ0016} 

 (4)開會 

姓名：江佳穎、沈哲州、黃柏仁等三位;事由：出席 2017 第一

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國日：106/03/08~106/03/10 姓名：江佳

穎;事由：出席 2017 第一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國日：
106/03/08~106/03/10{106-D106POZ0022} 

44.221 

 

 (4)開會 

姓名：沈哲州;事由：出席 2017 第一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國

日：106/03/08~106/03/12{106-D106POZ0023} 

44.376 

 

 (4)開會 

姓名：黃柏仁;事由：出席 2017 第一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國

日：106/03/08~106/03/12{106-D106POZ0024} 

44.376 

 

 (4)開會 

姓名：劉志成;事由：出席 2017 第一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國

日：106/03/08~106/03/10 姓名：劉志成;事由：出席 2017 第一

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國日：106/03/08~106/03/10{106-

D106POZ0021} 

42.021 

 

 (4)開會 

姓名：村上理一;事由：出席 2017 第一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

國日：106/03/08~106/03/11 姓名：村上理一;事由：出席 2017

第一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國日：106/03/08~106/03/11{106-

D106POZ0025} 

3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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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校控款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胡瀠文;事由：出席台科大宿霧簽約參訪行;出國日：

106/01/06~106/01/10 姓名：胡瀠文;事由：出席台科大宿霧簽約

參訪行;出國日：106/01/06~106/01/10{106-H106A45Z0032} 

33.645 

 

 (9)業務洽談 

姓名：廖慶榮;事由：1060106 台科大宿霧簽約參訪行;出國日：

106/01/06~106/01/09 姓名：廖慶榮;事由：1060106 台科大宿霧

簽約參訪行;出國日：106/01/06~106/01/09{106-H106A45Z0035} 

45.214 

 

 (9)業務洽談 

姓名：劉志成;事由：參加台科大宿霧簽約參訪;出國日：

106/01/06~106/01/08 姓名：劉志成;事由：參加台科大宿霧簽約

參訪;出國日：106/01/06~106/01/08{106-H106A45Z0042} 

29.443 

 

 (9)業務洽談 

姓名：李篤中;事由：簽約及參訪;出國日：106/01/06~106/01/13

姓名：李篤中;事由：簽約及參訪;出國日：
106/01/06~106/01/13{106-H106A45Z0043} 

67.556 

 

 (9)業務洽談 

姓名：李篤中;事由：洽談校際合作;出國日：

106/01/25~106/01/26 姓名：李篤中;事由：洽談校際合作;出國

日：106/01/25~106/01/26{106-H106A45Z0060} 

30.460 

 

 (7)研究 

姓名：邱韻祥;事由：3/6~3/11 參加歐盟 HOLISTEEC 跨國研究

計畫;出國日：106/03/06~106/03/11 姓名：邱韻祥;事由：

3/6~3/11 參加歐盟 HOLISTEEC 跨國研究計畫;出國日：
106/03/06~106/03/11{106-H106A45Z0083} 

87.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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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4)開會 

姓名：恒勇智;事由：Times Higher Education Asia Universities 

Summit;出國日：106/03/13~106/03/16 姓名：恒勇智;事由：

Times Higher Education Asia Universities Summit;出國日：

106/03/13~106/03/16{106-H106A45Z0094} 

29.057 

 

 (4)開會 

姓名：鄧惟中;事由：出席 2017 第一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國

日：106/03/08~106/03/11 姓名：鄧惟中;事由：出席 2017 第一

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國日：106/03/08~106/03/11{106-

H106A45Z0102} 

44.376 

 

 (4)開會 

姓名：郭東昊;事由：參加「Catalysis for Fuels Faraday 

Discussion」國際學術會議;出國日：106/01/22~106/01/27 姓

名：郭東昊;事由：參加「Catalysis for Fuels Faraday 

Discussion」國際學術會議;出國日：106/01/22~106/01/27{106-

H106A45Z0108} 

62.156 

 

 (4)開會 

姓名：顏怡文;事由：出席 2017 第一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國

日：106/03/08~106/03/10 姓名：顏怡文;事由：出席 2017 第一

屆日台國際工程論壇;出國日：106/03/08~106/03/10{106-

H106A45Z0103} 

36.637 

 

 (4)開會 

姓名：陳炤彰;事由：03/09-03/14 陳炤彰老師赴日本東京參與

國際論壇及中國上海參與 CSTIC 2017 研討會。;出國日：

106/03/09~106/03/14 姓名：陳炤彰;事由：03/09-03/14 陳炤彰老

37.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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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師赴日本東京參與國際論壇及中國上海參與 CSTIC 2017 研討

會。;出國日：106/03/09~106/03/14{106-H106A45Z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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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參加 WTS2017 研討會，參訪西北

大學與芝加哥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106/04/25~106/05/02

姓名：周碩彥;事由：芝加哥參加 WTS2017 研討會，參訪西北

大學與芝加哥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日：
106/04/25~106/05/02{106-H106D01Z0020} 

66.890 

 

 (9)業務洽談 

姓名：周碩彥;事由：印尼 Astra Polytechnic 簽訂合作討論/LIPI

及 ITB 學術交流;出國日：106/05/09~106/05/14 姓名：周碩彥;

事由：印尼 Astra Polytechnic 簽訂合作討論/LIPI 及 ITB 學術交

流;出國日：106/05/09~106/05/14{106-H106D01Z0021} 

38.648 

 

資管系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ALEXANDER;事由：學術交流與招生;出國日：

106/05/15~106/05/21 姓名：ALEXANDER;事由：學術交流與招

生;出國日：106/05/15~106/05/21{106-H106A45Z0142} 

39.726 

 

 (9)業務洽談 

姓名：楊傳凱;事由：學術交流與招生;出國日：
106/05/15~106/05/21{106-H106A45Z0144} 

39.926 

 

 (9)業務洽談 

姓名：羅乃維;事由：學術交流與招生;出國日：

106/05/15~106/05/21 姓名：羅乃維;事由：學術交流與招生;出

國日：106/05/15~106/05/21{106-H106A45Z0153} 

3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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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9)業務洽談 

姓名：林伯慎;事由：學術交流與招生;出國日：

106/05/15~106/05/21 姓名：林伯慎;事由：學術交流與招生;出

國日：106/05/15~106/05/21{106-H106A45Z0143} 

39.726 

 

電資學院出國旅費 (9)業務洽談 

姓名：沈中安;事由：106 赴越南參訪暨招生;出國日：

106/03/06~106/03/11 姓名：沈中安;事由：106 赴越南參訪暨招

生;出國日：106/03/06~106/03/11{106-H106D00Z0001} 

46.342 

 

 (9)業務洽談 

姓名：金台齡;事由：106 赴越南參訪暨招生;出國日：

106/03/06~106/03/11 姓名：金台齡;事由：106 赴越南參訪暨招

生;出國日：106/03/06~106/03/11{106-H106D00Z0004} 

46.342 

 

 (9)業務洽談 

姓名：劉馨勤;事由：106 赴越南參訪暨招生;出國日：

106/03/06~106/03/11 姓名：劉馨勤;事由：106 赴越南參訪暨招

生;出國日：106/03/06~106/03/11{106-H106D00Z0003} 

46.342 

 

 (9)業務洽談 

姓名：NGUYEN NGHI;事由：106 赴越南參訪暨招生;出國日：

106/03/06~106/03/11 姓名：NGUYEN NGHI;事由：106 赴越南

參訪暨招生;出國日：106/03/06~106/03/11{106-H106D00Z0002} 

44.691 

 

臺灣人才躍昇計畫 (7)研究 

(預借轉正)姓名：周俊翰;事由：104 年度臺灣人才躍昇計畫選

送博士生出國_德國耶拿大學;出國日：104/11/27~105/11/24 姓

名：周俊翰;事由：104 年度臺灣人才躍昇計畫選送博士生出國

_德國耶拿大學;出國日：104/11/27~105/11/24{106-

63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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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D106A22Z0007} 

 (7)研究 

姓名：陳盈君;事由：104 年度臺灣人才躍昇計畫選送博士生出

國_美國加州理工大學;出國日：104/11/20~105/11/20 姓名：陳

盈君;事由：104 年度臺灣人才躍昇計畫選送博士生出國_美國

加州理工大學;出國日：104/11/20~105/11/20{106-

D106A22Z0008} 

755.574 

 

 (7)研究 

104 年度臺灣人才躍昇計畫選送博士生出國轉正姓名：韋經智;

事由：104 年度臺灣人才躍昇計畫選送博士生出國_美國加州柏

克萊大學;出國日：104/11/26~105/11/18{106-D106A22Z0016} 

800.872 

 

 (7)研究 

姓名：吳細顏;事由：104 年度臺灣人才躍昇計畫選送博士生出

國_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出國日：104/11/29~105/11/28{106-

D106A22Z0018} 

958.756 

 

 (7)研究 

姓名：鄭?晴;事由：104 年度臺灣人才躍昇計畫選送博士生出

國_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出國日：104/11/25~106/01/20{106-

D106A22Z0014} 

708.758 

 

 (7)研究 

姓名：高玉荃;事由：104 年度臺灣人才躍昇計畫選送博士生出

國_日本東京大學;出國日：104/10/25~105/11/05{106-

D106A22Z0017} 

40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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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7)研究 

姓名：王子昀;事由：104 年度臺灣人才躍昇計畫選送博士生出

國_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出國日：104/10/21~105/07/28{106-

D106A22Z0013} 

526.319 

 

 (7)研究 

轉正鄭(人+予)晴;事由：104 年人才躍昇計畫選送出國_;出國

日：104/11/25~106/01/20 姓名：鄭?晴;事由：104 年人才躍昇計

畫選送出國_;出國日：104/11/25~106/01/20{106-

D106A22Z0022} 

14.679 

 

 (7)研究 

姓名：林暄茲;事由：105 年人才躍昇計畫選送出國_香港科技

大學(林暄茲);出國日：105/10/01~106/03/29 姓名：林暄茲;事

由：105 年人才躍昇計畫選送出國_香港科技大學(林暄茲);出國

日：105/10/01~106/03/29{105-D105A22Z0093} 

450.508 

 

營建系出國旅費 (3)訪問 

姓名：MICHAEL A;事由：赴印尼泗水 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

學術交流;出國日：106/03/16~106/03/22 姓名：MICHAEL A;事

由：赴印尼泗水 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 學術交流;出國日：
106/03/16~106/03/22{106-H106B04Z0001} 

14.023 

 

 (4)開會 

姓名：李安叡;事由：赴印尼參與 PCU 國際日學術交流活動;出

國日：106/03/16~106/03/18 姓名：李安叡;事由：赴印尼參與

PCU 國際日學術交流活動;出國日：106/03/16~106/03/18{106-

H106B04Z0003} 

1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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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開會 

姓名：許丁友;事由：赴印尼參與 PCU 國際日學術交流活動;出

國日：106/03/16~106/03/18 姓名：許丁友;事由：赴印尼參與

PCU 國際日學術交流活動;出國日：106/03/16~106/03/18{106-

H106B04Z0004} 

20.981 

 

 (4)開會 

姓名：邱建國;事由：赴印尼參與 PCU 國際日學術交流活動;出

國日：106/03/16~106/03/18 姓名：邱建國;事由：赴印尼參與

PCU 國際日學術交流活動;出國日：106/03/16~106/03/18{106-

H106B04Z0002} 

15.905 

 

合計  
10,42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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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數總計：新臺幣 10,424.032 (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