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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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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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221-E-011-

051-MY3         

(4)開會 

姓名：營建系陳鴻銘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 CONVR2016 會議;出國日：105/12/10~105/12/14

姓名：營建系陳鴻銘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 CONVR2016 會議;出國日：
105/12/10~105/12/14{106-B106B04Z0033} 

68.951 

 

 (4)開會 

姓名：黃祺超、黃柏霖等兩位;事由：赴香港參加 9th 數字圖像處理國際會議 (ICDIP-2017)

並發表論文;出國日：106/05/18~106/05/24 姓名：黃祺超;事由：赴香港參加 9th 數字圖像處

理國際會議 (ICDIP-2017)並發表論文;出國日：106/05/18~106/05/24{106-B106C03Z0375} 

5.508 

 

 (4)開會 

姓名：黃柏霖;事由：赴香港參加 9th 數字圖像處理國際會議 (ICDIP-2017)並發表論文;出國

日：106/05/18~106/05/24{106-B106C03Z0376} 

16.274 

 

 (4)開會 

2017/1/12 撥還零用金-N0.8 姓名：化工系李篤中教授;事由：發表主旨赴香港演講;出國日：
105/12/06~105/12/06{105-B105B05Z0734} 

9.671 

 

104-2221-E-011-

114-MY2         

(4)開會 

姓名：營建工程系謝佑明副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s of Virtual Reality;出國日：105/12/11~105/12/14 姓名：營建工程系謝

佑明副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s 

1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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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of Virtual Reality;出國日：105/12/11~105/12/14{106-B106B04Z0120} 

 (4)開會 

姓名：營建工程系謝佑明副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s of Virtual Reality;出國日：105/12/11~105/12/14{106-B106B04Z0120} 

41.932 

 

 (4)開會 

姓名：吳俊儒;事由：至香港參加 ICVR 研討會;出國日：106/05/19~106/05/22 姓名：吳俊儒;

事由：至香港參加 ICVR 研討會;出國日：106/05/19~106/05/22{106-B106C01Z0468} 

32.000 

 

 (4)開會 

姓名：王世平;事由：赴香港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出國日：105/12/08~105/12/11 姓名：王

世平;事由：赴香港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出國日：105/12/08~105/12/11{105-

B105F03Z0155} 

49.154 

 

105-2218-E-011-

003-            

(4)開會 

姓名：唐玄輝;事由：至江蘇省蘇州市參加 UXPA 研討會;出國日：105/11/16~105/11/22 姓

名：唐玄輝;事由：至江蘇省蘇州市參加 UXPA 研討會;出國日：105/11/16~105/11/22{106-

B106C02Z0446} 

41.818 

 

105-2218-E-011-

005-            

(4)開會 

姓名：洪西進;事由：赴廣東省廣州市參加 17th 國際並行暨分散式計算及應用技術會議

(PDCAT-16);出國日：105/12/16~105/12/19 姓名：洪西進;事由：赴廣東省廣州市參加 17th 國

際並行暨分散式計算及應用技術會議(PDCAT-16);出國日：105/12/16~105/12/19{106-

B106C03Z0046} 

27.780 

 

105-2221-E-011-

031-            

(4)開會 

姓名：營建工程系楊亦東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 The World Symposium on Civil Engineering 

2017;出國日：106/03/15~106/03/17 姓名：營建工程系楊亦東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 The 

World Symposium on Civil Engineering 2017;出國日：106/03/15~106/03/17{106-

B106B04Z0216} 

44.820 

 

105-2221-E-011- (4)開會 4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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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048-            姓名：機械系黃安橋教授;事由：赴大陸(四川重慶)參加第 29 屆中國控制與決策會議;出國

日：106/05/28~106/05/30 姓名：機械系黃安橋教授;事由：赴大陸(四川重慶)參加第 29 屆中

國控制與決策會議;出國日：106/05/28~106/05/30{106-B106B03Z0556} 

105-2221-E-011-

051-MY3         

(4)開會 

姓名：機械系宋宜駿博後;事由：前往中國深圳出席國際 2016 Maker Faire Shenzhen 論壇與工

作坊，參展並收集相關技術資料;出國日：105/10/19~105/10/23 姓名：機械系宋宜駿博後;事

由：前往中國深圳出席國際 2016 Maker Faire Shenzhen 論壇與工作坊，參展並收集相關技術

資料;出國日：105/10/19~105/10/23{105-B105B03Z0815} 

34.736 

 

105-2221-E-011-

063-            

(4)開會 

姓名：機械系田維欣助理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參加會議;出國日：106/05/22~106/05/27 姓

名：機械系田維欣助理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參加會議;出國日：106/05/22~106/05/27{106-

B106B03Z0557} 

50.000 

 

105-2221-E-011-

075-            

(4)開會 

姓名：廖顯奎;事由：至陝西省西安出差 ICEEMA 2017 國際會議;出國日：

106/04/25~106/04/29 姓名：廖顯奎;事由：至陝西省西安出差 ICEEMA 2017 國際會議;出國

日：106/04/25~106/04/29{106-B106C02Z0462} 

9.960 

 

105-2221-E-011-

076-MY3         

(4)開會 

姓名：馬奕葳;事由：前往湖南省張家界參與 SpaCCs 2016 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出國日：

105/11/15~105/11/17 姓名：馬奕葳;事由：前往湖南省張家界參與 SpaCCs 2016 國際會議發表

論文;出國日：105/11/15~105/11/17{106-B106C01Z0067} 

19.994 

 

105-2221-E-011-

080-MY3         

(4)開會 

姓名：資管系莊祐軒學生;事由：赴澳門參加 IAIT2016 國際研討會並發表;出國日：

105/12/18~105/12/23 姓名：資管系莊祐軒學生;事由：赴澳門參加 IAIT2016 國際研討會並發

表;出國日：105/12/18~105/12/23{106-B106D03Z0019} 

6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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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105-2911-I-011-

507             

(4)開會 

姓名：蘇順豐;事由：至上海市拜會同濟大學信息學院陳啟軍院長及上海交通蘇劍波教授;出

國日：105/12/22~105/12/28 姓名：蘇順豐;事由：至上海市拜會同濟大學信息學院陳啟軍院長

及上海交通蘇劍波教授;出國日：105/12/22~105/12/28{106-B106C01Z0066} 

66.528 

 

106-2911-I-011-

506             

(4)開會 

姓名：數位所蔡今中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 6/3-6/6 出席國際會議 GCCCE、6/7 至北京師範

大學訪問;出國日：106/06/02~106/06/08 姓名：數位所蔡今中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 6/3-6/6

出席國際會議 GCCCE、6/7 至北京師範大學訪問;出國日：106/06/02~106/06/08{106-

B106F05Z0396} 

57.096 

 

99AA6338.紀佳

芬老師建教結餘

款  

(4)開會 

姓名：紀佳芬;事由：至廈門參加工效學高峰論壇與參訪交流活動;出國日：

106/03/12~106/03/14 姓名：紀佳芬;事由：至廈門參加工效學高峰論壇與參訪交流活動;出國

日：106/03/12~106/03/14{106-A106D01Z0028} 

12.897 

 

99AA6352.林久

翔老師建教結餘

款  

(4)開會 

工業管理系 姓名：林久翔;事由：赴廈門參加兩岸三地工效學高峰論壇並參訪清華海峽研究

院;出國日：106/03/12~106/03/14 工業管理系 姓名：林久翔;事由：赴廈門參加兩岸三地工效

學高峰論壇並參訪清華海峽研究院;出國日：106/03/12~106/03/14{106-A106D01Z0027} 

14.158 

 

99AA6486.郭進

星老師建教結餘

款  

(4)開會 

姓名：機械系郭進星副教授;事由：12/16-12/18 郭進星老師赴大陸(廣州)參加第四屆亞洲機械

與機器科學研討會會議;出國日：105/12/16~105/12/18 姓名：機械系郭進星副教授;事由：

12/16-12/18 郭進星老師赴大陸(廣州)參加第四屆亞洲機械與機器科學研討會會議;出國日：
105/12/16~105/12/18{106-A106B03Z0078} 

44.722 

 

99AA6577.張大

鵬老師建教結餘

款  

(3)訪問 

姓名：營建系張大鵬教授;事由：河南理工大學學術交流;出國日：106/04/01~106/04/06 姓

名：營建系張大鵬教授;事由：河南理工大學學術交流;出國日：106/04/01~106/04/06{106-

A106B04Z0076} 

2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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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99AA6729.劉代

洋老師建教結餘

款  

(3)訪問 

姓名：劉代洋;事由：到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大連理工大學盤錦校區和大連理工大學大連總校

區進行學術教學與訪問;出國日：105/11/16~105/11/16 姓名：劉代洋;事由：到大連東北財經

大學、大連理工大學盤錦校區和大連理工大學大連總校區進行學術教學與訪問;出國日：
105/11/16~105/11/16{106-A106D05Z0001} 

11.200 

 

 (3)訪問 

姓名：財金所劉代洋教授;事由：參訪澳門最新博奕事業發展狀況;出國日：

106/01/21~106/01/22 姓名：財金所劉代洋教授;事由：參訪澳門最新博奕事業發展狀況;出國

日：106/01/21~106/01/22{106-A106D05Z0006} 

20.969 

 

EMBA 專款 (4)開會 

姓名：何秀青;事由：2017 CWW 研習;出國日：106/02/13~106/02/16 姓名：何秀青;事由：

2017 CWW 研習;出國日：106/02/13~106/02/16{106-T106D06Z0016} 
28.807 

 

 (4)開會 

姓名：繆維中;事由：2017 CWW;出國日：106/02/12~106/02/17{106-T106D06Z0017} 35.700 

 

 (4)開會 

姓名：欒  斌;事由：Teaching Innovation Program;出國日：106/04/12~106/04/15 姓名：欒  

斌;事由：Teaching Innovation Program;出國日：106/04/12~106/04/15{106-T106D06Z0021} 
3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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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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綱;事由：Teaching Innovation Program;出國日：106/04/12~106/04/15{106-

T106D06Z0023} 

38.487 

 

 (4)開會 

姓名：葉瑞徽;事由：Teaching Innovation Program;出國日：106/04/12~106/04/17{106-

T106D06Z0024} 

48.475 

 

 (4)開會 

姓名：紀佳芬;事由：Teaching Innovation Program;出國日：106/04/12~106/04/16 姓名：紀佳

芬;事由：Teaching Innovation Program;出國日：106/04/12~106/04/16{106-T106D06Z0030} 

46.210 

 

 (4)開會 

姓名：張光第;事由：Teaching Innovation Program;出國日：106/04/12~106/04/16{106-

T106D06Z0031} 

50.347 

 

 (4)開會 

姓名：劉代洋;事由：Teaching innovation program;出國日：106/04/12~106/04/16{106-

T106D06Z0032} 

46.973 

 

 (4)開會 

姓名：謝劍平;事由：Teaching Innovation Program;出國日：106/04/12~106/04/15 姓名：謝劍

平;事由：Teaching Innovation Program;出國日：106/04/12~106/04/15{106-T106D06Z0038} 
43.987 

 

 (4)開會 

姓名：劉顯仲;事由：北京 TEACHING INNOVATION PROGRAM 研習;出國日：

106/04/12~106/04/15 姓名：劉顯仲;事由：北京 TEACHING INNOVATION PROGRAM 研習;

出國日：106/04/12~106/04/15{106-T106D06Z0039} 

39.137 

 

 (4)開會 

姓名：王蕙芝;事由：TI program 研習;出國日：106/04/12~106/04/17 姓名：王蕙芝;事由：TI 

program 研習;出國日：106/04/12~106/04/17{106-T106D06Z0044} 4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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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李篤中老師國科

會結餘款運用     

(4)開會 

姓名：化工系李篤中教授;事由：赴中國無錫江南大學參加 2017IFIB iop 年度大會籌委會;出

國日：105/09/17~105/09/18 姓名：化工系李篤中教授;事由：赴中國無錫江南大學參加

2017IFIB iop 年度大會籌委會;出國日：105/09/17~105/09/18{106-B106B05Z0003} 

20.840 

 

材料產字 212 研

發產字 6656 號      

(4)開會 

姓名：朱瑾;事由：至香港參加劉錦川院士主辦《Workshop on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of 

HEAs》;出國日：106/03/07~106/03/08 姓名：朱  瑾;事由：至香港參加劉錦川院士主辦

《Workshop on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of HEAs》;出國日：106/03/07~106/03/08{106-

A106B02Z0060} 

25.672 

 

其他-推廣班校

方管理費 

(4)開會 

姓名：廖顯奎;事由：出差 ICEEMA 2017 國際會議;出國日：106/04/25~106/04/29 姓名：廖

顯奎;事由：出差 ICEEMA 2017 國際會議;出國日：106/04/25~106/04/29{106-

E106C02Z0001} 

31.842 

 

林瑞珠老師國科

會結餘款運用     

(4)開會 

姓名：林瑞珠;事由：前往中國武漢參加研討會與拜訪相關學研機構事宜;出國日：

106/04/21~106/04/27 姓名：林瑞珠;事由：前往中國武漢參加研討會與拜訪相關學研機構事

宜;出國日：106/04/21~106/04/27{106-B106F01Z0049} 

26.432 

 

邱國力老師國科

會結餘款運       

(4)開會 

姓名：數位所邱國力副教授;事由：赴中國北京參加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06/02~106/06/06 姓名：數位所邱國力副教授;事由：赴中國北京參加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

文;出國日：106/06/02~106/06/06{106-B106F05Z0389} 

43.880 

 

建築科技產字

020 研發產字

5842 號  

(9)業務洽談 

姓名：專案助理教授施俊揚;事由：赴上海同濟大學土木工程防災國家重點實驗室參與產學合

作計畫討論會議;出國日：106/02/22~106/02/24 姓名：專案助理教授施俊揚;事由：赴上海同

濟大學土木工程防災國家重點實驗室參與產學合作計畫討論會議;出國日：

106/02/22~106/02/24{106-A106A22Z0001} 

2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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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紀佳芬老師國科

會結餘款運用     

(9)業務洽談 

姓名：工管系紀佳芬教授;事由：至香港科技大學洽談合作研究;出國日：106/02/01~106/02/04

姓名：工管系紀佳芬教授;事由：至香港科技大學洽談合作研究;出國日：
106/02/01~106/02/04{106-B106D01Z0074} 

24.494 

 

秘書產字 001 研

發產字 6793 號      

(9)業務洽談 

姓名：自控所李敏凡副教授;事由：浙江省杭州金藍領外聘教師授課事宜;出國日：

105/12/18~105/12/27 姓名：自控所李敏凡副教授;事由：浙江省杭州金藍領外聘教師授課事

宜;出國日：105/12/18~105/12/27{106-A106A02Z0002} 

15.102 

 

國議產字 027 研

發產字 6674 號      

(4)開會 

姓名：秘書室林右淳助理管理師、建築系江維華教授;事由：參加浙江省職業教育集團成立大

會;出國日：105/11/14~105/11/15 姓名：秘書室林右淳助理管理師;事由：參加浙江省職業教

育集團成立大會;出國日：105/11/14~105/11/15{106-A106A03Z0020} 

15.503 

 

      (4)開會 

姓名：建築系江維華教授;事由：出席浙江職教集團成立大會;出國日：

105/11/14~105/11/15{106-A106A03Z0021} 

17.503 

 

張宏展老師國科

會結餘款運用     

(4)開會 

姓名：張宏展;事由：至香港參加 ISMSI2017 國際研討會;出國日：106/03/24~106/03/27 姓

名：張宏展;事由：至香港參加 ISMSI2017 國際研討會;出國日：106/03/24~106/03/27{106-

B106C01Z0391} 

46.383 

 

    (4)開會 

姓名：陳輔賢;事由：至香港參加 ISMSI2017 國際研討會;出國日：106/03/24~106/03/27 姓

名：陳輔賢;事由：至香港參加 ISMSI2017 國際研討會;出國日：106/03/24~106/03/27{106-

B106C01Z0394} 

37.226 

 

梁至中老師國科

會結餘款運用     

(4)開會 

姓名：數位所梁至中副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出席國際會議 GCCCE、6/7 至北京師範大學

訪問;出國日：106/06/02~106/06/08 姓名：數位所梁至中副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出席國際

會議 GCCCE、6/7 至北京師範大學訪問;出國日：106/06/02~106/06/08{106-B106F05Z0395} 

6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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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晶創產字 018 研

發產字 6650 號      

(4)開會 

撥還零用金  NO.138 姓名：陳炤彰;事由：陳炤彰教授 4/4 至 4/6 赴中國廈門華僑大學受邀參

訪;出國日：106/04/04~106/04/06{106-A106B08Z0028} 
5.012 

 

      (4)開會 

姓名：機械系趙家瑜助理;事由：5/20-5/24 專任助理赴中國大連參與 2017 年中國平坦化技術

大會暨海峽兩岸研討會;出國日：106/05/20~106/05/24 姓名：機械系趙家瑜助理;事由：5/20-

5/24 專任助理赴中國大連參與 2017 年中國平坦化技術大會暨海峽兩岸研討會;出國日：
106/05/20~106/05/24{106-A106B08Z0043} 

2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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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2 月 26~30 日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

日：105/12/26~105/12/30 姓名：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 105 年 12 月 26~30 日受邀赴香港

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5/12/26~105/12/30{106-B106F05Z0032} 

53.911 

 

 (3)訪問 

姓名：張韶宸;事由：張韶宸博士研究生 105 年 12 月 26~30 日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

出國日：105/12/26~105/12/30 姓名：張韶宸;事由：張韶宸博士研究生 105 年 12 月 26~30 日

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5/12/26~105/12/30{106-B106F05Z0038} 

52.791 

 

 (3)訪問 

姓名：宋涵鈺;事由：宋涵鈺博士後研究員 105 年 12 月 26~30 日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

問;出國日：105/12/26~105/12/30 姓名：宋涵鈺;事由：宋涵鈺博士後研究員 105 年 12 月

26~30 日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5/12/26~105/12/30{106-B106F05Z0037} 

52.791 

 

 (3)訪問 

姓名：宋涵鈺;事由：宋涵鈺博士後研究員 106 年 1 月 5~8 日受邀赴香港公開大學學術訪問;

出國日：106/01/05~106/01/08 姓名：宋涵鈺;事由：宋涵鈺博士後研究員 106 年 1 月 5~8 日受

邀赴香港公開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1/05~106/01/08{106-B106F05Z0055} 

4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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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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 106 年 1 月 5~8 日受邀赴香港公開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1/05~106/01/08 姓名：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 106 年 1 月 5~8 日受邀赴香港公開大學

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1/05~106/01/08{106-B106F05Z0047} 

41.545 

 

 (3)訪問 

姓名：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 106 年 2 月 6~11 日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2/06~106/02/11 姓名：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 106 年 2 月 6~11 日受邀赴香港中文大

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2/06~106/02/11{106-B106F05Z0105} 

63.480 

 

 (3)訪問 

姓名：梁至中;事由：梁至中副教授 106 年 2 月 6~11 日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

日：106/02/06~106/02/11 姓名：梁至中;事由：梁至中副教授 106 年 2 月 6~11 日受邀赴香港

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2/06~106/02/11{106-B106F05Z0104} 

62.580 

 

 (3)訪問 

姓名：張欣怡;事由：張欣怡副教授 106 年 2 月 6~10 日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

日：106/02/06~106/02/10 姓名：張欣怡;事由：張欣怡副教授 106 年 2 月 6~10 日受邀赴香港

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2/06~106/02/10{106-B106F05Z0119} 

50.304 

 

 (3)訪問 

姓名：蔡孟蓉;事由：蔡孟蓉教授 106 年 2 月 6~10 日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2/06~106/02/10 姓名：蔡孟蓉;事由：蔡孟蓉教授 106 年 2 月 6~10 日受邀赴香港中文大

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2/06~106/02/10{106-B106F05Z0120} 

51.264 

 

 (3)訪問 

姓名：邱國力;事由：邱國力副教授 106 年 2 月 6~11 日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

日：106/02/06~106/02/11 姓名：邱國力;事由：邱國力副教授 106 年 2 月 6~11 日受邀赴香港

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2/06~106/02/11{106-B106F05Z0118} 

6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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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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 106 年 4 月 6~9 日受邀赴香港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4/06~106/04/09 姓名：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 106 年 4 月 6~9 日受邀赴香港大學學術

訪問;出國日：106/04/06~106/04/09{106-B106F05Z0271} 

42.842 

 

 (3)訪問 

姓名：梁至中;事由：梁至中副教授 106 年 4 月 6~9 日受邀赴香港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4/06~106/04/09 姓名：梁至中;事由：梁至中副教授 106 年 4 月 6~9 日受邀赴香港大學學

術訪問;出國日：106/04/06~106/04/09{106-B106F05Z0253} 

40.492 

 

 (3)訪問 

姓名：蔡今中;事由：蔡今中教授 106 年 4 月 6~9 日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4/06~106/04/09 姓名：蔡今中;事由：蔡今中教授 106 年 4 月 6~9 日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學

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4/06~106/04/09{106-B106F05Z0254} 

42.450 

 

 (3)訪問 

姓名：鍾靜蓉;事由：鍾靜蓉博士研究生 106 年 4 月 6~9 日受邀赴香港大學學術訪問;出國

日：106/04/06~106/04/09 姓名：鍾靜蓉;事由：鍾靜蓉博士研究生 106 年 4 月 6~9 日受邀赴香

港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4/06~106/04/09{106-B106F05Z0291} 

42.842 

 

 (3)訪問 

姓名：林奇臻;事由：林奇臻博士研究生 106 年 4 月 6~9 日受邀赴香港大學學術訪問;出國

日：106/04/06~106/04/09 姓名：林奇臻;事由：林奇臻博士研究生 106 年 4 月 6~9 日受邀赴香

港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4/06~106/04/09{106-B106F05Z0290} 

42.842 

 

 (3)訪問 

姓名：賴秋琳;事由：賴秋琳博後研究員 106 年 4 月 6~9 日受邀赴香港大學學術訪問;出國

日：106/04/06~106/04/09 姓名：賴秋琳;事由：賴秋琳博後研究員 106 年 4 月 6~9 日受邀赴香

港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4/06~106/04/09{106-B106F05Z0321} 

4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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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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 106 年 5 月 3~7 日受邀赴天津外國語大學學術訪問;出國

日：106/05/03~106/05/07 姓名：黃國禎;事由：黃國禎教授 106 年 5 月 3~7 日受邀赴天津外國

語大學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5/03~106/05/07{106-B106F05Z0322} 

56.196 

 

 (4)開會 

姓名：蔡穎珊;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數位所碩士生蔡穎珊至北京參

加第二十一屆全球華人電腦教育應用大會;出國日：106/06/02~106/06/07 姓名：蔡穎珊;事

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數位所碩士生蔡穎珊至北京參加第二十一屆全

球華人電腦教育應用大會;出國日：106/06/02~106/06/07{106-B106F05Z0434} 

40.096 

 

 (4)開會 

姓名：黃星慈;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數位所碩士生黃星慈至北京參

加第二十一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會議;出國日：106/06/02~106/06/07 姓名：黃星

慈;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數位所碩士生黃星慈至北京參加第二十一

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會議;出國日：106/06/02~106/06/07{106-B106F05Z0433} 

40.096 

 

 (4)開會 

姓名：林江;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數位所碩士生林江至北京參加第

二十一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出國日：106/06/02~106/06/07 姓名：林江;事由：科

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數位所碩士生林江至北京參加第二十一屆全球華人計

算機教育應用大會;出國日：106/06/02~106/06/07{106-B106F05Z0432} 

40.096 

 

 (4)開會 

姓名：陳靖方;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數位所碩士生陳靖方至北京參

加第二十一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出國日：106/06/02~106/06/07 姓名：陳靖方;事

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數位所碩士生陳靖方至北京參加第二十一屆全

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出國日：106/06/02~106/06/07{106-B106F05Z0431} 

4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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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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奕君;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數位所碩士生郭奕君至北京參

加第二十一屆全球華人電腦教育應用大會;出國日：106/06/02~106/06/07 姓名：郭奕君;事

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數位所碩士生郭奕君至北京參加第二十一屆全

球華人電腦教育應用大會;出國日：106/06/02~106/06/07{106-B106F05Z0430} 

40.096 

 

 (4)開會 

姓名：董俐嫺;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數位所碩士生董俐嫻至北京參

加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2017);出國日：106/06/02~106/06/07 姓名：董俐嫺;

事由：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數位所碩士生董俐嫻至北京參加全球華人計

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2017);出國日：106/06/02~106/06/07{106-B106F05Z0435} 

40.096 

 

資工產字 0175

研發產字 6444

號     

(4)開會 

姓名：清華大學朱宏國副教授;事由：至澳門 2017 G2E ASIA 亞洲國際博彩娛樂展會;出國

日：106/05/16~106/05/19 姓名：清華大學朱宏國副教授;事由：至澳門 2017 G2E ASIA 亞洲國

際博彩娛樂展會;出國日：106/05/16~106/05/19{106-A106C03Z0114} 

33.388 

 

 (4)開會 

姓名：資工系姚智原副教授;事由：至澳門 2017 G2E ASIA 亞洲國際博彩娛樂展會;出國日：

106/05/16~106/05/19 姓名：資工系姚智原副教授;事由：至澳門 2017 G2E ASIA 亞洲國際博彩

娛樂展會;出國日：106/05/16~106/05/19{106-A106C03Z0113} 

33.807 

 

蔡今中老師國科

會結餘款運用     

(3)訪問 

姓名：蔡今中;事由：12/26-12/31 至香港中文大學短期訪問;出國日：105/12/26~105/12/31 姓

名：蔡今中;事由：12/26-12/31 至香港中文大學短期訪問;出國日：105/12/26~105/12/31{105-

B105F05Z0752} 

62.283 

 

 (3)訪問 

姓名：林宗進;事由：12/26-12/31 至香港中文大學短期訪問;出國日：105/12/26~105/12/31 姓

名：林宗進;事由：12/26-12/31 至香港中文大學短期訪問;出國日：105/12/26~105/12/31{106-

B106F05Z0015} 

6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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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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今中;事由：至香港教育大學短期訪問;出國日：106/02/06~106/02/11 姓名：蔡今中;

事由：至香港教育大學短期訪問;出國日：106/02/06~106/02/11{106-B106F05Z0100} 

62.562 

 

 (3)訪問 

姓名：梁至中;事由：至華東師範大學短期訪問;出國日：106/05/16~106/05/21 姓名：梁至中;

事由：至華東師範大學短期訪問;出國日：106/05/16~106/05/21{106-B106F05Z0352} 57.184 

 

 (3)訪問 

姓名：蔡今中;事由：至華東師範大學短期訪問;出國日：106/05/16~106/05/21 姓名：蔡今中;

事由：至華東師範大學短期訪問;出國日：106/05/16~106/05/21{106-B106F05Z0345} 
58.304 

 

 (4)開會 

姓名：數位所蔡今中教授;事由：赴大陸北京 6/3-6/6 出席國際會議 GCCCE、6/7 至北京師範

大學訪問;出國日：106/06/02~106/06/08{106-B106F05Z0397} 

10.966 

 

鄭政利老師國科

會結餘款運用     

(4)開會 

姓名：建築系鄭政利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 WSBE17 世界永續建築環境國際研討會;出國

日：106/06/04~106/06/08 姓名：建築系鄭政利教授;事由：赴香港參加 WSBE17 世界永續建

築環境國際研討會;出國日：106/06/04~106/06/08{106-B106E01Z0183} 

43.330 

 

機械產字 0773

研發產字 6459

號     

(3)訪問 

撥還零用金  NO.007 姓名：機械系林清安教授;事由：12/5-12/6 林清安老師赴廣東深圳參訪;

出國日：105/12/05~105/12/06{106-A106B03Z0045} 
8.348 

 

駱藝瑄老師國科

會結餘款運用     

(4)開會 

姓名：應外系駱藝瑄副教授;事由：科技部計畫:赴香港參加國際研討會暨發表論文;出國日：

106/05/31~106/06/04 姓名：應外系駱藝瑄副教授;事由：科技部計畫:赴香港參加國際研討會

暨發表論文;出國日：106/05/31~106/06/04{106-B106F03Z0085} 

5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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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應科所產字 062

研發產字 6825

號    

(9)業務洽談 

姓名：王復民;事由：受香港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邀請至大陸福州寧德研發中心討論產學合

作;出國日：106/03/22~106/03/23 姓名：王復民;事由：受香港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邀請至

大陸福州寧德研發中心討論產學合作;出國日：106/03/22~106/03/23{106-A106B01Z0042} 

11.827 

 

韓永祥老師國科

會結餘款運用     

(7)研究 

姓名：韓永祥;事由：赴廣東省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移地研究案;出國日：

105/12/12~105/12/30 姓名：韓永祥;事由：赴廣東省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移地研究案;出國

日：105/12/12~105/12/30{106-B106C01Z0068} 

64.952 

 

蘇順豐老師國科

會結餘款運用     

(3)訪問 

姓名：蘇順豐;事由：獲黑龍江省哈爾濱工業大學理學院院長 HuiJing Gao 教授邀學術訪問;出

國日：106/01/05~106/01/14 姓名：蘇順豐;事由：獲黑龍江省哈爾濱工業大學理學院院長

HuiJing Gao 教授邀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1/05~106/01/14{106-B106C01Z0071} 

73.249 

 

 (3)訪問 

姓名：蘇順豐;事由：至遼寧省中國大連海事大學 Wang,Ning 教授邀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3/21~106/03/25 姓名：蘇順豐;事由：至遼寧省中國大連海事大學 Wang,Ning 教授邀學術

訪問;出國日：106/03/21~106/03/25{106-B106C01Z0306} 

38.298 

 

 (3)訪問 

姓名：蘇順豐;事由：至四川省成都獲中國四川大學 Zhang,Yi 院長邀請到該學院作學術訪問;

出國日：106/04/17~106/04/21 姓名：蘇順豐;事由：至四川省成都獲中國四川大學 Zhang,Yi

院長邀請到該學院作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4/17~106/04/21{106-B106C01Z0366} 

25.006 

 

 (3)訪問 

姓名：蘇順豐;事由：獲湖南省長沙之中國中南大學 Fanyong Meng 教授邀請到該學院做學術

訪問;出國日：106/05/08~106/05/14 姓名：蘇順豐;事由：獲湖南省長沙之中國中南大學

Fanyong Meng 教授邀請到該學院做學術訪問;出國日：106/05/08~106/05/14{106-

B106C01Z0466} 

4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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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訪問 

姓名：電機系蘇順豐教授;事由：赴中國廣東工業大學 Hongyi Li 教授學術訪問;出國日：

106/06/06~106/06/11 姓名：電機系蘇順豐教授;事由：赴中國廣東工業大學 Hongyi Li 教授學

術訪問;出國日：106/06/06~106/06/11{106-B106C01Z0511} 

33.941 

 

合計  356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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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