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校務基金
出國計畫執行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106年7月至12月
計畫名稱
類別及內容簡述
化材系林春強6/10－6/19至西班牙參加國際會 化材系林春強6/10－6/19至西
議
班牙參加國際會議
洪肇嘉106/3/18－4/11赴美
洪肇嘉106/3/18－4/11赴美國、法國及瑞士參
國、法國及瑞士參加研討會及
加研討會及參訪訓場機票費、交通費及日支費
參訪訓場機票費、交通費及日
等費用
支費等費用
會計系陳燕錫老師5月8日到5月13日至西班牙 會計系陳燕錫老師5月8日到5月
參加第40屆歐洲會計年會(Annual Congress 13日至西班牙參加第40屆歐洲
of the Europe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會計年會(Annual Congress of
之交通費用、日支費
the Europe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之交通費用、日
支費
會計系陳燕錫老師5月8日到5月13日至西班牙 會計系陳燕錫老師5月8日到5月
參加第40屆歐洲會計年會之註冊費及會員年費 13日至西班牙參加第40屆歐洲
共$16724
會計年會之註冊費及會員年費
共$16724
機械系羅斯維教授5/19～5/28至亞特蘭大參加 機械系羅斯維教授5/19～5/28
STLE 72nd Annual Meeting 及 Exhibition會 至亞特蘭大參加STLE 72nd
議
Annual Meeting 及
機械系羅斯維教授5/19-5/28參加美國亞特蘭 機械系羅斯維教授5/19-5/28參
大STLE 72nd Annual Meeting 及 Exhibition 加美國亞特蘭大STLE 72nd
會議
Annual Meeting 及
支應創設系張岑搖老師於106年5月23日至27日 支應創設系張岑搖老師於106年
赴印尼拜訪之國外差旅費。
5月23日至27日赴印尼拜訪之國
外差旅費。
材料所陳元宗老師6/25-28至泰國蘇梅島參加 材料所陳元宗老師6/25-28至泰
2017ICATI國際會議(105－1108)
國蘇梅島參加2017ICATI國際會
議(105－1108)
材料所陳文照教授4/24-5/25至日本北陸先端 材料所陳文照教授4/24-5/25至
科技大學進行學術訪問研究
日本北陸先端科技大學進行學
術訪問研究
設計學院黃秀梅助理5/13-17執行科技部計畫 設計學院黃秀梅助理5/13-17執
到日本札幌參加研討會論文發表差旅費
行科技部計畫到日本札幌參加
研討會論文發表差旅費
數媒系范國光老師106年05/12－05/17赴日本 數媒系范國光老師106年05/12
札幌參加國際會議國外差旅費
－05/17赴日本札幌參加國際會
議國外差旅費
電機系林伯仁老師6/16-20至柬埔寨暹粒參加 電機系林伯仁老師6/16-20至柬
2017IEEE－ICIEA研討會
埔寨暹粒參加2017IEEE－ICIEA
研討會
企管系鄭啟均老師1060614－0630至維也納參 企管系鄭啟均老師1060614－
加ISPIM國際研討會
0630至維也納參加ISPIM國際研
機械系郭佳儱4/5-14前往日本參加ICSS2017國 機械系郭佳儱4/5-14前往日本
際會議
參加ICSS2017國際會議
科技部補助工程科技研究所薛羽利1060328－ 科技部補助工程科技研究所薛
1060403赴南韓仁川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羽利1060328－1060403赴南韓
仁川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子系碩士生王俊欣1060513－
科技部補助電子系碩士生王俊
1060517赴日本札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欣1060513－1060517赴日本札
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子系碩士生余宜耿1060513－
科技部補助電子系碩士生余宜
耿1060513－1060517赴日本札
1060517赴日本札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單位：新台幣千元
備註

執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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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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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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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2

14

3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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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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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電子系碩士生游培弘1060513－
1060517赴日本札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子系碩士生鄭柏威1060226－
1060305赴日本名古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機械系博士生吳東育1060513－
1060517赴日本札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機械系碩士生劉家豪1060406－
1060410赴日本長崎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溫志超教授5/21－5/25至日本東京參加2017年
JpGU－AGU國際研討會機票款、生活費及註冊
費
曾思瑜 5/24－5/27 韓國釜山國際研討會論文
發表出差費用
化材系陳國裕老師6/24-7/8瑞士達弗斯參加國
際學術會議(TERMIS－EU 2017)之國外差旅費
及報名費
機械系吳益彰老師106年6月24日至6月30日至
泰國參加國際研討會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Technology
Innovation，並發表論文(論文編號CJ7005)

化材系林智汶老師6/23-7/1濟州出席國際會議
創生系鄭月秀老師4/1-16至義大利羅馬參加國
際研討會
工程所博士生黃安麒6/4-6/11至匈牙利布達佩
斯厄特弗什羅蘭大學國際學術交流相關費用
工管，核銷呂學毅老師105－1121計畫7/3－
7/8至日本參加BAI國際研討會用差旅費
環安系林啟文教授7/7-12於札幌參加
Universal Academic Cluster International
Summer Conference研討會之生活費、註冊
費、交通費等。
黃世輝院長1/13－1/17至日本古川町(岐阜縣)
調查研究差旅費
支應創設系張岑搖老師於106年5月23日至27日
赴印尼拜訪之國外差旅費。
設計學院黃秀梅助理5/13-17執行科技部計畫
到日本札幌參加研討會論文發表差旅費
黃世輝院長1/13－1/17至日本古川町(岐阜縣)
調查研究差旅費
企管系、林尚平教授5/26－29至越南境外專班
授課差旅費
技職所吳婷婷教授6/23－7/5至美國俄亥俄州
參加第124屆研討會議暨展覽年會並發表論文
乙篇

科技部補助電子系碩士生游培
弘1060513－1060517赴日本札
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子系碩士生鄭柏
威1060226－1060305赴日本名
古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機械系博士生吳東
育1060513－1060517赴日本札
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機械系碩士生劉家
豪1060406－1060410赴日本長
崎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溫志超教授5/21－5/25至日本
東京參加2017年JpGU－AGU國際
研討會機票款、生活費及註冊
曾思瑜 5/24－5/27 韓國釜山
國際研討會論文發表出差費用
化材系陳國裕老師6/24-7/8瑞
士達弗斯參加國際學術會議
(TERMIS－EU 2017)之國外差旅
費及報名費
機械系吳益彰老師106年6月24
日至6月30日至泰國參加國際研
討會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Technology Innovation，並發
表論文(論文編號CJ7005)
化材系林智汶老師6/23-7/1濟
州出席國際會議
創生系鄭月秀老師4/1-16至義
大利羅馬參加國際研討會
工程所博士生黃安麒6/4-6/11
至匈牙利布達佩斯厄特弗什羅
蘭大學國際學術交流相關費用
工管，核銷呂學毅老師105－
1121計畫7/3－7/8至日本參加
BAI國際研討會用差旅費
環安系林啟文教授7/7-12於札
幌參加Universal Academic
Cluster International
Summer Conference研討會之生
活費、註冊費、交通費等。
黃世輝院長1/13－1/17至日本
古川町(岐阜縣)調查研究差旅
支應創設系張岑搖老師於106年
5月23日至27日赴印尼拜訪之國
外差旅費。
設計學院黃秀梅助理5/13-17執
行科技部計畫到日本札幌參加
研討會論文發表差旅費
黃世輝院長1/13－1/17至日本
古川町(岐阜縣)調查研究差旅
企管系、林尚平教授5/26－29
至越南境外專班授課差旅費
技職所吳婷婷教授6/23－7/5至
美國俄亥俄州參加第124屆研討
會議暨展覽年會並發表論文乙

16

16

16

16

58
31

120

60

73
59
87

66

57

12
23

35
33
33
100

技職所吳婷婷教授6/23－7/5至美國俄亥俄州
參加第124屆研討會議暨展覽年會並發表論文
乙篇
財金系、胥愛琦副教授5/19-22至越南河內商
業大學討論境外專班合約差旅費
財金系、胥愛琦副教授5/19-22至越南河內商
業大學討論境外專班合約差旅費
資管系陳重臣老師6/25－7/12赴保加利亞愛麗
尼參加研討會之差旅費
電機系經江煥堅教授6/16-6/20前往柬埔寨參
加The 12th IEEE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and Applications (ICIEA
2017)國際研討會
機械系黃順發教授於106/6/07~106/6/12前往
東京參加研討會
機械系黃順發教授於106/6/07-106/6/12前往
東京參加研討會
企管系劉韻僖老師106年7月9日至106年7月10
日因科技部計畫出國參加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學術研
討會
蔡佐良學務長及陳秋如助理7/17-7/22至吉隆
坡及新加坡參加106年績優學生幹部海外文化
交流活動
蔡佐良學務長及陳秋如助理7/17-7/22至吉隆
坡及新加坡參加106年績優學生幹部海外文化
交流活動
營建系吳文華老師7/11-19美國聖地牙哥參加
第七屆國際土木結構實驗振動分析研討會(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xperimental
Vibration Analysis for Civil Engineering
Structures)

王劍能老師6/4-6/11至日本富山出席國際會議
差旅費：2017年先進雷射材料加工國際研討會
並發表論文(差旅費合計70，604元，105－
1071攤付52，500元，106H500702攤付18，104
元)
營建系王劍能老師6/4-11至日本富山出席國際
會議差旅費：2017年先進雷射材料加工國際研
討會並發表論文(差旅費合計70，604元，105
－1071攤付52，500元，106H500702攤付18，
104元)
環安系徐啟銘老師6/4-11布達佩斯出席第一屆
熱分析與量熱學會議暨第六屆V4熱分析會議
工管系，吳政翰副教授7/8－7/14至日本濱松
參加BMOT國際研討會用差旅費分攤款
(B10630100303分攤$80000)

技職所吳婷婷教授6/23－7/5至
美國俄亥俄州參加第124屆研討
會議暨展覽年會並發表論文乙
財金系、胥愛琦副教授5/19-22
至越南河內商業大學討論境外
專班合約差旅費
財金系、胥愛琦副教授5/19-22
至越南河內商業大學討論境外
專班合約差旅費
資管系陳重臣老師6/25－7/12
赴保加利亞愛麗尼參加研討會
之差旅費
電機系經江煥堅教授6/16-6/20
前往柬埔寨參加The 12th IEEE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and
Applications (ICIEA 2017)國
機械系黃順發教授於
106/6/07~106/6/12前往東京參
加研討會
機械系黃順發教授於106/6/07106/6/12前往東京參加研討會
企管系劉韻僖老師106年7月9日
至106年7月10日因科技部計畫
出國參加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學術研討會
蔡佐良學務長及陳秋如助理
7/17-7/22至吉隆坡及新加坡參
加106年績優學生幹部海外文化
蔡佐良學務長及陳秋如助理
7/17-7/22至吉隆坡及新加坡參
加106年績優學生幹部海外文化
營建系吳文華老師7/11-19美國
聖地牙哥參加第七屆國際土木
結構實驗振動分析研討會(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xperimental Vibration
Analysis for Civil
Engineering Structures)
王劍能老師6/4-6/11至日本富
山出席國際會議差旅費：2017
年先進雷射材料加工國際研討
會並發表論文(差旅費合計70，
604元，105－1071攤付52，500
元，106H500702攤付18，104
營建系王劍能老師6/4-11至日
本富山出席國際會議差旅費：
2017年先進雷射材料加工國際
研討會並發表論文(差旅費合計
70，604元，105－1071攤付52
，500元，106H500702攤付18，
環安系徐啟銘老師6/4-11布達
佩斯出席第一屆熱分析與量熱
學會議暨第六屆V4熱分析會議
工管系，吳政翰副教授7/8－
7/14至日本濱松參加BMOT國際
研討會用差旅費分攤款
(B10630100303分攤$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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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系，吳政翰副教授7/8－7/14至日本濱松 工管系，吳政翰副教授7/8－
參加BMOT國際研討會用差旅費分攤款
7/14至日本濱松參加BMOT國際
(H10630100047分攤$6414)
研討會用差旅費分攤款
(H10630100047分攤$6414)
工管系，柳永青教授7/13－8/5至美國洛杉磯 工管系，柳永青教授7/13－8/5
參加國際研討會用差旅費分攤款
至美國洛杉磯參加國際研討會
(B10630100311分攤$23765)
用差旅費分攤款(B10630100311
分攤$23765)
工管系，柳永青教授7/13－8/5至美國洛杉磯 工管系，柳永青教授7/13－8/5
參加國際研討會用差旅費分攤款
至美國洛杉磯參加國際研討會
(H10630100058分攤$91718)
用差旅費分攤款(H10630100058
分攤$91718)
化材系，劉博滔教授7/25-30南韓仁川參加8th 化材系，劉博滔教授7/25-30南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ta
韓仁川參加8th International
materials， Photonic Crystals and
Conference on Meta
Plasmonics國際研討會差旅費
materials， Photonic
Crystals and Plasmonics國際
技職所，巫銘昌教授於106年07月23日─07月 技職所，巫銘昌教授於106年07
30日至哈薩克阿斯坦那參加
月23日─07月30日至哈薩克阿
「Multidisciplinary Innovation in
斯坦那參加
Academic Research」研討會之機票43220元及 「Multidisciplinary
國內交通往返費用1254元(B10662270041分攤 Innovation in Academic
$48245)
Research」研討會之機票43220
元及國內交通往返費用1254元
技職所，巫銘昌教授於106年07月23日─07月 技職所，巫銘昌教授於106年07
30日至哈薩克阿斯坦那參加
月23日─07月30日至哈薩克阿
「Multidisciplinary Innovation in
斯坦那參加
Academic Research」研討會之機票43220元及 「Multidisciplinary
國內交通往返費用1254元(B10662270041分攤 Innovation in Academic
$48245)
Research」研討會之機票43220
元及國內交通往返費用1254元
技職所，巫銘昌教授於106年07月23日─07月 技職所，巫銘昌教授於106年07
30日至哈薩克阿斯坦那參加
月23日─07月30日至哈薩克阿
「Multidisciplinary Innovation in
斯坦那參加
Academic Research」研討會之機票802元、日 「Multidisciplinary
支費23051元及論文註冊費24392元
Innovation in Academic
(H10662270047分攤$44474)
Research」研討會之機票802
元、日支費23051元及論文註冊
費24392元(H10662270047分攤
技職所，巫銘昌教授於106年07月23日─07月 技職所，巫銘昌教授於106年07
30日至哈薩克阿斯坦那參加
月23日─07月30日至哈薩克阿
「Multidisciplinary Innovation in
斯坦那參加
Academic Research」研討會之機票802元、日 「Multidisciplinary
支費23051元及論文註冊費24392元
Innovation in Academic
(H10662270047分攤$44474)
Research」研討會之機票802
元、日支費23051元及論文註冊
費24392元(H10662270047分攤
機械系，許進成副系主任於7/23-7/31前往韓 機械系，許進成副系主任於
國首爾/仁川出席國際會議 8th
7/23-7/31前往韓國首爾/仁川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出席國際會議 8th
Metamaterials， Photonic Crystals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lasmics (META 2017) 之差旅費
Metamaterials， Photonic
Crystals and Plasmics (META
工設系翁註重老師7/9-22加拿大溫哥華參加 工設系翁註重老師7/9-22加拿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大溫哥華參加Human－Comput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7研討會，註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冊費與差旅費
Conference 2017研討會，註冊
費與差旅費

80

92

24

72

1

43

17

31

72

85

工設系翁註重老師7/9-22加拿大溫哥華參加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7研討會，註
冊費與差旅費
化材系王詩涵副教授6/27-7/6巴黎參加研討會
國外差旅費
黃世輝院長5月13日至5月17日出席日本札幌
「IEEE ICASI 2017國際研討會」論文發表差
旅費
數媒系盧麗淑老師7/4－7/31溫哥華參加會議
之國外差旅費用
環安系，補助陳佑鎔同學參與7/7－7/12日本
Universal Academin Cluster夏季國際研討會
機票費用(林啟文)
環安系，補助陳佑鎔同學參與7/7－7/12日本
Universal Academin Cluster夏季國際研討會
機票費用(林啟文)
環安系，補助傅思華同學參與7/7－7/12日本
Universal Academin Cluster夏季國際研討會
機票費用(林啟文)
環安系，補助傅思華同學參與7/7－7/12日本
Universal Academin Cluster夏季國際研討會
機票費用(林啟文)
資工系伍麗樵教授6/30-7/7赴日本廣島參加
2017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會議
應外系楊孝慈老師出席國際會議：法國圖爾，
July 4 to July 6， 2017
國際事務處林君燁助理於106年7月5日至12日
參與「2017年馬來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之國
外差旅費。
葉蕙菁老師106/6/23-8/5至美國Indiana
University to work with Prof. Curt Bonk
for research collaboration回程至東京訪談
受試者
葉蕙菁老師106/6/23-8/5至美國Indiana
University to work with Prof. Curt Bonk
for research collaboration回程至東京訪談
受試者
葉蕙菁老師106/6/23-8/5至美國Indiana
University to work with Prof. Curt Bonk
for research collaboration回程至東京訪談
受試者
葉蕙菁老師106/6/23-8/5至美國Indiana
University to work with Prof. Curt Bonk
for research collaboration回程至東京訪談
受試者

工設系翁註重老師7/9-22加拿
大溫哥華參加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7研討會，註冊
費與差旅費
化材系王詩涵副教授6/27-7/6
巴黎參加研討會國外差旅費
黃世輝院長5月13日至5月17日
出席日本札幌「IEEE ICASI
2017國際研討會」論文發表差
數媒系盧麗淑老師7/4－7/31溫
哥華參加會議之國外差旅費用
環安系，補助陳佑鎔同學參與
7/7－7/12日本Universal
Academin Cluster夏季國際研
討會機票費用(林啟文)
環安系，補助陳佑鎔同學參與
7/7－7/12日本Universal
Academin Cluster夏季國際研
討會機票費用(林啟文)
環安系，補助傅思華同學參與
7/7－7/12日本Universal
Academin Cluster夏季國際研
討會機票費用(林啟文)
環安系，補助傅思華同學參與
7/7－7/12日本Universal
Academin Cluster夏季國際研
討會機票費用(林啟文)
資工系伍麗樵教授6/30-7/7赴
日本廣島參加
2017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應外系楊孝慈老師出席國際會
議：法國圖爾，July 4 to
July 6， 2017
國際事務處林君燁助理於106年
7月5日至12日參與「2017年馬
來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之國
外差旅費。
葉蕙菁老師106/6/23-8/5至美
國Indiana University to
work with Prof. Curt Bonk
for research collaboration
回程至東京訪談受試者
葉蕙菁老師106/6/23-8/5至美
國Indiana University to
work with Prof. Curt Bonk
for research collaboration
回程至東京訪談受試者
葉蕙菁老師106/6/23-8/5至美
國Indiana University to
work with Prof. Curt Bonk
for research collaboration
回程至東京訪談受試者
葉蕙菁老師106/6/23-8/5至美
國Indiana University to
work with Prof. Curt Bonk
for research collaboration
回程至東京訪談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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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6

8

16

8

57

84

45

24

57

74

81

資管系許中川老師06/25-7/12至保加利亞出席
國際會議差旅費
環安系溫志超教授8/6－8/11至新加坡參加
2017年AOGS國際研討會機票款、註冊費及生活
費
邱怡仁老師106/4/15－106/4/23赴美國訪視學
員及拜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邱怡仁老師106/4/15－106/4/23赴美國訪視學
員及拜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劉景程老師106/4/15－106/4/23赴美國訪視學
員及拜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劉景程老師106/4/15－106/4/23赴美國訪視學
員及拜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電子系薛雅馨老師8/9－8/13至新加坡參加第
9屆International Conference(RTSECT－
2017)發表論文之差旅費
電子系薛雅馨老師研究獎助生蘇柏誠8/9－
8/13至新加坡參加第 9屆International
Conference(RTSECT－2017)發表論文之差旅費

機械系、郭佳儱教授106年6月04日－106年6月
09日前往日本富山參加LPM2017國際會議差旅
費
文資所王(水+靜)苡7/7－7/14至日本札幌出席
畫展與國際會議之國外差旅機票費用
方國定副校長2/8－2/12至越南河靜省參訪差
旅費
企管系黃邦寧老師6/20-7/13蘇黎世參加研討
會差旅費
企管系黃邦寧副教授6/20-7/13至蘇黎世參加
研討會差旅費報支
會計系陳慧巧老師7/17~7/21赴美國洛杉磯參
加國際研討會。(註冊費$24857，簽證費$422
，日支費285USD * 30.635TWD =$8731/天)
數媒系王照明老師8/18－8/23韓國光州國外差
旅費用
張傳育研發長8/1-8/9到泰國參加U－Media
2017研討會發表論文
資工系張傳育老師106/8/1-6到泰國參加U－
Media 2017研討會發表論文
科法所惲純良老師6/30-8/29德國移地研究機
票費用
企管系，黃邦寧副教授6/9-12至越南河內境外
專班授課差旅費

資管系許中川老師06/25-7/12
至保加利亞出席國際會議差旅
環安系溫志超教授8/6－8/11至
新加坡參加2017年AOGS國際研
討會機票款、註冊費及生活費
邱怡仁老師106/4/15－
106/4/23赴美國訪視學員及拜
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邱怡仁老師106/4/15－
106/4/23赴美國訪視學員及拜
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劉景程老師106/4/15－
106/4/23赴美國訪視學員及拜
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劉景程老師106/4/15－
106/4/23赴美國訪視學員及拜
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電子系薛雅馨老師8/9－8/13至
新加坡參加第 9屆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RTSECT－2017)發
電子系薛雅馨老師研究獎助生
蘇柏誠8/9－8/13至新加坡參加
第 9屆International
Conference(RTSECT－2017)發
表論文之差旅費
機械系、郭佳儱教授106年6月
04日－106年6月09日前往日本
富山參加LPM2017國際會議差旅
文資所王(水+靜)苡7/7－7/14
至日本札幌出席畫展與國際會
議之國外差旅機票費用
方國定副校長2/8－2/12至越南
河靜省參訪差旅費
企管系黃邦寧老師6/20-7/13蘇
黎世參加研討會差旅費
企管系黃邦寧副教授6/20-7/13
至蘇黎世參加研討會差旅費報
會計系陳慧巧老師7/17~7/21赴
美國洛杉磯參加國際研討會。
(註冊費$24857，簽證費$422
，日支費285USD * 30.635TWD
數媒系王照明老師8/18－8/23
韓國光州國外差旅費用
張傳育研發長8/1-8/9到泰國參
加U－Media 2017研討會發表論
資工系張傳育老師106/8/1-6到
泰國參加U－Media 2017研討會
發表論文
科法所惲純良老師6/30-8/29德
國移地研究機票費用
企管系，黃邦寧副教授6/9-12
至越南河內境外專班授課差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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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3

63

40

20

62

12
24
60
22

116

40
8
55
38
33

計畫主持人謝祝欽於106年8月17日至9月4日，
赴美國德拉瓦大學環境奈米材料及奈米科技研
究中心進行學術交流及參加「254th America
Chemical Society National Meeting 及
Exposition 」之差旅費

財金系張子溥老師7/24－7/28至阿姆斯特丹論
文發表國外差旅費
資管系，施東河教授8/14-21至溫哥華參加第
26屆國際資訊安全研討會並發表論文演講差旅
費
資工系、陳士煜助理教授7/23－8/3共計13日
，前往美國沃斯堡參加2017IEEE國際研討會（
科技部支機票款）及前往紐約Sleekpay LLC公
司洽談產學合作之國外差旅費。
(B10620350131分攤$26402)(J10620600085分
攤$50000)

資工系、陳士煜助理教授7/23－8/3共計13日
，前往美國沃斯堡參加2017IEEE國際研討會（
科技部支機票款）及前往紐約Sleekpay LLC公
司洽談產學合作之國外差旅費。
(H10620350008分攤$15282)(J10620600085分
攤$50000)

資工系朱宗賢老師8/3-12參加2017 IEEE
Smart world Congress美國舊金山國際研討會
應外系、陳淑珠副教授8/8-11至日本大阪出席
ISCAL國際研討會差旅費
國際事務處林君燁助理於106年8月25日至31日
參與「2017年印尼臺灣高等教育展」之國外差
旅費。
化材系周宗翰老師106/9/10-15日本東京出席
國際研討會費用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曾思瑜老師9/8－9/12赴日
本京都參加第19回日本認知症論文發表出差費
電機系邱品勳同學106/8/23-25日本北九州參
加國際會議並發表論文
電機系張軒庭老師106/8/28－106/9/1赴韓國
釜山市參加2017 IMID與3DSA合辦之國際研討
會並發表論文
數媒系張登文老師106/3/31-4/10參與中國蘇
州2017 CADDRIA 國際研討會
數媒系陳光大老師106/8/18-23參加2017ASBDA
亞洲基礎造形聯合學會光州大會國外差旅費用
(陳光大)

計畫主持人謝祝欽於106年8月
17日至9月4日，赴美國德拉瓦
大學環境奈米材料及奈米科技
研究中心進行學術交流及參加
「254th America Chemical
Society National Meeting 及
Exposition 」之差旅費
財金系張子溥老師7/24－7/28
至阿姆斯特丹論文發表國外差
資管系，施東河教授8/14-21至
溫哥華參加第26屆國際資訊安
全研討會並發表論文演講差旅
資工系、陳士煜助理教授7/23
－8/3共計13日，前往美國沃斯
堡參加2017IEEE國際研討會（
科技部支機票款）及前往紐約
Sleekpay LLC公司洽談產學合
作之國外差旅費。
(B10620350131分攤
$26402)(J10620600085分攤
資工系、陳士煜助理教授7/23
－8/3共計13日，前往美國沃斯
堡參加2017IEEE國際研討會（
科技部支機票款）及前往紐約
Sleekpay LLC公司洽談產學合
作之國外差旅費。
(H10620350008分攤
$15282)(J10620600085分攤
資工系朱宗賢老師8/3-12參加
2017 IEEE Smart world
Congress美國舊金山國際研討
應外系、陳淑珠副教授8/8-11
至日本大阪出席ISCAL國際研討
會差旅費
國際事務處林君燁助理於106年
8月25日至31日參與「2017年印
尼臺灣高等教育展」之國外差
旅費。
化材系周宗翰老師106/9/10-15
日本東京出席國際研討會費用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曾思瑜老師
9/8－9/12赴日本京都參加第19
回日本認知症論文發表出差費
電機系邱品勳同學106/8/23-25
日本北九州參加國際會議並發
表論文
電機系張軒庭老師106/8/28－
106/9/1赴韓國釜山市參加2017
IMID與3DSA合辦之國際研討會
並發表論文
數媒系張登文老師106/3/314/10參與中國蘇州2017
CADDRIA 國際研討會
數媒系陳光大老師106/8/18-23
參加2017ASBDA亞洲基礎造形聯
合學會光州大會國外差旅費用
(陳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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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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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9

66
4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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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52

休閒所，支付謝秀芳助理教授6/27－7/21赴希 休閒所，支付謝秀芳助理教授
臘參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差旅費
6/27－7/21赴希臘參與國際學
術研討會差旅費
資管系陳重臣老師8/10－8/27赴保加利亞蘇菲 資管系陳重臣老師8/10－8/27
亞參加研討會之差旅費
赴保加利亞蘇菲亞參加研討會
之差旅費
資工系老師康立威 於9/5－9/9至日本福岡參 資工系老師康立威 於9/5－9/9
加SISA 20172017 International Workshop 至日本福岡參加SISA 20172017
on Smart Info－Media Systems in Asia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mart Info－Media Systems
in Asia
電機系何前程於08月24日至08月29日赴日本福 電機系何前程於08月24日至08
岡縣久留米市2017 International
月29日赴日本福岡縣久留米市
Conference on Innovative Computing，
2017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ICICIC)學術會議 Conference on Innovative
並發表論文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ICICIC)學術會議並
電機系洪崇文老師106/8/24-9/1赴福岡久留米 電機系洪崇文老師106/8/24參加ICICIC2017研討會
9/1赴福岡久留米參加
ICICIC2017研討會
電機系洪崇文老師106/8/24-9/1赴福岡久留米 電機系洪崇文老師106/8/24參加ICICIC2017研討會
9/1赴福岡久留米參加
ICICIC2017研討會
電機系洪崇文老師106/8/24-9/1赴福岡久留米 電機系洪崇文老師106/8/24參加ICICIC2017研討會
9/1赴福岡久留米參加
ICICIC2017研討會
工管，林怡君老師106－2009計畫7/23－7/28 工管，林怡君老師106－2009計
至新加坡參加2017 GHC國際研討會用差旅s. 畫7/23－7/28至新加坡參加
2017 GHC國際研討會用差旅s.
工管，林怡君老師106H502122計畫7/23－7/28 工管，林怡君老師106H502122
至新加坡參加2017 GHC國際研討會用差旅s. 計畫7/23－7/28至新加坡參加
2017 GHC國際研討會用差旅s.
化材系鄭宇伸老師7/21-26泰國孔敬參加第13 化材系鄭宇伸老師7/21-26泰國
屆亞洲生物技術大會(ACB 2017)，發表口頭報 孔敬參加第13屆亞洲生物技術
告
大會(ACB 2017)，發表口頭報
科技部補助工程所碩士生鍾易宏1060514－
科技部補助工程所碩士生鍾易
1060521赴法國巴黎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宏1060514－1060521赴法國巴
黎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工管系博士生張惠琇1060723－
科技部補助工管系博士生張惠
1060728赴新加坡新加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琇1060723－1060728赴新加坡
新加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企管系碩士生陳宏韋1060615－
科技部補助企管系碩士生陳宏
1060622赴奧地利維也納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韋1060615－1060622赴奧地利
維也納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機系碩士生劉韋伯1060616－
科技部補助電機系碩士生劉韋
1060620赴柬埔寨暹粒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伯1060616－1060620赴柬埔寨
暹粒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數媒系碩士生黃馨儀1060709－
科技部補助數媒系碩士生黃馨
1060717赴英國倫敦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儀1060709－1060717赴英國倫
敦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機械系碩士生吳東昇1060602－
科技部補助機械系碩士生吳東
1060611赴日本富山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昇1060602－1060611赴日本富
山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環安系碩士生孫唯峰1060813－
科技部補助環安系碩士生孫唯
1060818赴日本大阪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峰1060813－1060818赴日本大
阪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環安系碩士生許文馨1060723－
科技部補助環安系碩士生許文
1060728赴馬來西亞麻六甲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馨1060723－1060728赴馬來西
亞麻六甲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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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環安系碩士生郭姵妤1060707－
1060712赴日本札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環安系楊茱芳老師9/10-14到馬來西亞吉隆坡
參加7th IWA－ASPIRE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國際會議之機票、生活費、註冊費
支徐啟銘副校長8/5-8/13參與第44屆北美熱分
析研討會出國差旅費(機票、註冊費、日支費)
推廣中心主任鄭政秉2/8－2/12至越南河靜省
參訪
漢學所金原泰介老師106/9/6-10日本東京目
的:收集研究資料;主要活動地點:東洋文庫、
國立國會圖書館、國立公文館
賴王彬博士生8/5-8/13參與第44屆北美熱分析
研討會出國差旅費(機票、註冊費、日支費)
工管系黃貞元7/23－7/28至新加坡參加研討會
化材系鄭宇伸老師7/28-8/3參加SIMB Annual
Meeting並受邀出席無細胞合成 Listening
Day
毛偉龍教授8/27－9/2至日本福岡(久留米市)
參加ICICIC2017研討會之差旅費用
毛偉龍教授8/27－9/2至日本福岡(久留米市)
參加ICICIC2017研討會之差旅費用
張傳育研發長8/12－8/16至日本東京產學合作
洽談
技職所吳婷婷助理教授09/18－09/24至南非開
普敦參加2017 第二屆國際新興科技教育研討
會並發表論文乙篇
技職所吳婷婷助理教授09/18－09/24至南非開
普敦參加2017 第二屆國際新興科技教育研討
會並發表論文乙篇
數媒系黃韋潔助理於106/8/18-21參加韓國光
州2017ASBDA亞洲基礎造形聯合學會光州大會
國外差旅費用
支付研究助理謝采玲至英國倫敦 (地點) 2017
iV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Visualisation 發表論文(事由)

工管系鄭博文教授7/23－7/28至新加坡參加研
討會
電子系許智傑老師09/01-09/16赴美國達拉斯
出席 3rd World Chemistry Conference國際
研討會並發表文章

科技部補助環安系碩士生郭姵
妤1060707－1060712赴日本札
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環安系楊茱芳老師9/10-14到馬
來西亞吉隆坡參加7th IWA－
ASPIRE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國際會議之機票、
支徐啟銘副校長8/5-8/13參與
第44屆北美熱分析研討會出國
差旅費(機票、註冊費、日支
推廣中心主任鄭政秉2/8－2/12
至越南河靜省參訪
漢學所金原泰介老師106/9/610日本東京目的:收集研究資
料;主要活動地點:東洋文庫、
國立國會圖書館、國立公文館
賴王彬博士生8/5-8/13參與第
44屆北美熱分析研討會出國差
旅費(機票、註冊費、日支費)
工管系黃貞元7/23－7/28至新
加坡參加研討會
化材系鄭宇伸老師7/28-8/3參
加SIMB Annual Meeting並受邀
出席無細胞合成 Listening
毛偉龍教授8/27－9/2至日本福
岡(久留米市)參加ICICIC2017
研討會之差旅費用
毛偉龍教授8/27－9/2至日本福
岡(久留米市)參加ICICIC2017
研討會之差旅費用
張傳育研發長8/12－8/16至日
本東京產學合作洽談
技職所吳婷婷助理教授09/18－
09/24至南非開普敦參加2017
第二屆國際新興科技教育研討
會並發表論文乙篇
技職所吳婷婷助理教授09/18－
09/24至南非開普敦參加2017
第二屆國際新興科技教育研討
會並發表論文乙篇
數媒系黃韋潔助理於106/8/1821參加韓國光州2017ASBDA亞洲
基礎造形聯合學會光州大會國
外差旅費用
支付研究助理謝采玲至英國倫
敦 (地點) 2017 iV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Visualisation
發表論文(事由)
工管系鄭博文教授7/23－7/28
至新加坡參加研討會
電子系許智傑老師09/01-09/16
赴美國達拉斯出席 3rd World
Chemistry Conference國際研
討會並發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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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所巫銘昌老師106年09月27日至10月03日
至印尼參加「 ICTVT 2017」研討會，並當任
主講者。此行程之機票住宿由該研討會負擔，
故去程機票由該研討會回收。

李經民老師7/10-7/24赴赴義大利羅馬 參加
2017國際環境工程暨應用會議 (ICEEA) 與研
討會 (匯率 1USD = 30.777 NT )
106年度(第55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
期研究(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化材系葉禮賢老
師
設計學院楊靜老師9/18－9/25參加日本北海道
札幌市立大學設計營－差旅費
設計學院楊靜老師9/18－9/25參加日本北海道
札幌市立大學設計營－差旅費
設計學院廖志忠老師9/18－9/25參加2017北海
道札幌市立大學設計營之差旅費
資管系陳昭宏老師106年6月21日至9月21日赴
澳大利亞短期研究相關費用預借轉銷(生活
費、往返機票費、出國手續費、學雜費及補助
費)(轉銷)
機械系兼任助理石宏達106年9月8日至23日至
德國伊爾梅腦參加研討會及參觀漢諾威Emo展
覽國外差旅費
機械系曾世昌老師7/6-14赴美國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辦理移地研究
設計所林芳穗老師9/28-10/3至泰國曼谷參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lleng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CSSR－2017)
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
電子系賴志賢老師8/20-27日本東京參加研討
會(The 24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Optics)
營建系李宏仁老師10/14-20為執行研究計畫前
往美國洛杉磯安那翰參加美國混凝土學會ACI
2017 秋季大會演講及開會。
支付卓宜伶8/13-20協助高階領袖班學生至柬
埔寨海外企業參訪差旅費分攤款
(H10630200042分攤$41257)
管理學院，卓宜伶助理8/13－8/20柬埔寨海外
企業參訪日支費(K10630000053分攤款$11800)
企管系潘立芸老師5/14－5/17赴日本名古屋出
席國際會議
國際長曾世昌1060723－30赴哈薩克出席國際
會議之出國經費

技職所巫銘昌老師106年09月27
日至10月03日至印尼參加「
ICTVT 2017」研討會，並當任
主講者。此行程之機票住宿由
該研討會負擔，故去程機票由
該研討會回收。
李經民老師7/10-7/24赴赴義大
利羅馬 參加2017國際環境工程
暨應用會議 (ICEEA) 與研討會
(匯率 1USD = 30.777 NT )
106年度(第55屆)補助科學與技
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加州大學
爾灣分校)─化材系葉禮賢老師
設計學院楊靜老師9/18－9/25
參加日本北海道札幌市立大學
設計營－差旅費
設計學院楊靜老師9/18－9/25
參加日本北海道札幌市立大學
設計營－差旅費
設計學院廖志忠老師9/18－
9/25參加2017北海道札幌市立
大學設計營之差旅費
資管系陳昭宏老師106年6月21
日至9月21日赴澳大利亞短期研
究相關費用預借轉銷(生活費、
往返機票費、出國手續費、學
雜費及補助費)(轉銷)
機械系兼任助理石宏達106年9
月8日至23日至德國伊爾梅腦參
加研討會及參觀漢諾威Emo展覽
國外差旅費
機械系曾世昌老師7/6-14赴美
國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辦理移地研究
設計所林芳穗老師9/28-10/3至
泰國曼谷參加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lleng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CSSR－2017) 國際研
電子系賴志賢老師8/20-27日本
東京參加研討會(The 24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營建系李宏仁老師10/14-20為
執行研究計畫前往美國洛杉磯
安那翰參加美國混凝土學會ACI
2017 秋季大會演講及開會。
支付卓宜伶8/13-20協助高階領
袖班學生至柬埔寨海外企業參
訪差旅費分攤款(H10630200042
分攤$41257)
管理學院，卓宜伶助理8/13－
8/20柬埔寨海外企業參訪日支
費(K10630000053分攤款
企管系潘立芸老師5/14－5/17
赴日本名古屋出席國際會議
國際長曾世昌1060723－30赴哈
薩克出席國際會議之出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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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法所楊智傑副教授7/23-7/30至哈薩克阿拉 科法所楊智傑副教授7/23-7/30
土木考察及阿拉木圖參加研討會及考察費用 至哈薩克阿拉土木考察及阿拉
木圖參加研討會及考察費用
企管系，支付潘偉華副教授9/6－9/10帶領學 企管系，支付潘偉華副教授9/6
生赴越南胡志明市企業參訪差旅費
－9/10帶領學生赴越南胡志明
市企業參訪差旅費
企管系，鍾從定教授8/6-9/5至美國西雅圖移 企管系，鍾從定教授8/6-9/5至
地教學差旅費
美國西雅圖移地教學差旅費
機械系，許進成副教授於10/23－10/28前往日 機械系，許進成副教授於10/23
本宮城縣多賀市出席國際會議 38th
－10/28前往日本宮城縣多賀市
Symposium on Ultrasonic Electronics (USE 出席國際會議 38th Symposium
2017) 之差旅費
on Ultrasonic Electronics
(USE 2017) 之差旅費
謝君佩9/28-10/3至泰國曼谷參加
謝君佩9/28-10/3至泰國曼谷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llenges 加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CSSR－2017) on Challenges in Social
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
Science Research(CSSR－
2017) 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
工設系蔡登傳老師106/7/23-29阿斯塔納出席 工設系蔡登傳老師106/7/23-2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阿斯塔納出席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INNOVATION IN
CONFERENCE ON
ACADEMIC RESEARCH＂ (MIAR－2017)
“MULTIDISCIPLINARY
INNOVA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 (MIAR－2017)
建築系王貞富副教授9/3－8日赴馬來西亞麻六 建築系王貞富副教授9/3－8日
甲等交流費用
赴馬來西亞麻六甲等交流費用
資工系張本杰教授10月02日－10月08日至溫哥 資工系張本杰教授10月02日－
華參加IEEE IEMCON 2017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10月08日至溫哥華參加IEEE
IEMCON 2017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工設系蔡登傳老師於106.09.16(六)工設系蔡登傳老師於
106.09.24(日)期間，至德國進行考察、參訪 106.09.16(六)-106.09.24(日)
國際商展。(註：國內搭乘高鐵往返)
期間，至德國進行考察、參訪
國際商展。(註：國內搭乘高鐵
化材系鄭宇伸老師10/31-11/4受邀前往馬來西 化材系鄭宇伸老師10/31-11/4
亞吉隆坡參加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受邀前往馬來西亞吉隆坡參加
on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nd International
擔任Invited Speaker。
Conference on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擔任Invited Speaker。
機械系黃順發教授於106/8/14-106/8/25前往 機械系黃順發教授於106/8/14洛杉磯參加研討會。
106/8/25前往洛杉磯參加研討
會。
機械系鄭俊誠老師於106.09.16(六)機械系鄭俊誠老師於
106.09.24(日)期間，至德國進行考察、參訪 106.09.16(六)-106.09.24(日)
國際商展。(註：國內搭乘自強號往返)
期間，至德國進行考察、參訪
國際商展。(註：國內搭乘自強
號往返)
環境是故應變諮詢中心洪肇嘉主任106/6/18－ 環境是故應變諮詢中心洪肇嘉
6/24赴新加坡參加訓練機票費、交通費、日支 主任106/6/18－6/24赴新加坡
費及訓練費用
參加訓練機票費、交通費、日
支費及訓練費用
技職所劉威德老師10/22-26參加韓國首爾2017 技職所劉威德老師10/22-26參
AASVET國際會議
加韓國首爾2017 AASVET國際會
技職所劉威德老師10/22-26參加韓國首爾2017 技職所劉威德老師10/22-26參
AASVET國際會議
加韓國首爾2017 AASVET國際會
李旻璋106/6/18－6/24赴新加坡參加訓練機票 李旻璋106/6/18－6/24赴新加
費、訓練費、保險費、交通費及日支費等(轉 坡參加訓練機票費、訓練費、
銷)
保險費、交通費及日支費等(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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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支付潘立芸副教授10/6－10/9至越南 企管系，支付潘立芸副教授
境外專班授課差旅費
10/6－10/9至越南境外專班授
課差旅費
電機系林伯仁11/4-9檳城參加2017 IEEE
電機系林伯仁11/4-9檳城參加
TENCON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2017 IEEE TENCON國際研討會
並發表論文
工設系李傳房教務長106/10/29-11/6辛辛那提 工設系李傳房教務長
參加2017 IASDR Conference國外差旅費
106/10/29-11/6辛辛那提參加
2017 IASDR Conference國外差
李傳房教務長10/29-11/6至美國辛辛那提參加 李傳房教務長10/29-11/6至美
2017 IASDR Conference國外差旅費
國辛辛那提參加2017 IASDR
Conference國外差旅費
支付楊孝慈副教授8/26-9/13至英國愛丁堡研 支付楊孝慈副教授8/26-9/13至
究訪問差旅費分攤款
英國愛丁堡研究訪問差旅費分
科技部補助應外系楊孝慈老師106年8月26至9 科技部補助應外系楊孝慈老師
月8日參訪英國愛丁堡皇家學院
106年8月26至9月8日參訪英國
愛丁堡皇家學院
設計學院黃世輝院長6月4日至6月9日，出席上 設計學院黃世輝院長6月4日至6
海、杭州「2017年第二屆兩岸社區治理論壇與 月9日，出席上海、杭州「2017
參訪交流」差旅費
年第二屆兩岸社區治理論壇與
參訪交流」差旅費
黃衍明10/27－29出席日本沖繩第11屆亞洲設 黃衍明10/27－29出席日本沖繩
計文化學會國際研究發表大會差旅費
第11屆亞洲設計文化學會國際
研究發表大會差旅費
溫志超教授8/6－8/11至新加坡參加2017年
溫志超教授8/6－8/11至新加坡
AOGS國際研討會機票款、註冊費及生活費
參加2017年AOGS國際研討會機
票款、註冊費及生活費
劉亞蘭10/27－31出席日本沖繩第11屆亞洲設 劉亞蘭10/27－31出席日本沖繩
計文化學會國際研究發表大會差旅費
第11屆亞洲設計文化學會國際
研究發表大會差旅費
機械系任志強教授10/24－10/28至日本福岡參 機械系任志強教授10/24－
加研討會旅費
10/28至日本福岡參加研討會旅
科技部補助工程所碩士生林韋呈1060514－
科技部補助工程所碩士生林韋
1060521赴法國巴黎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呈1060514－1060521赴法國巴
黎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企管系博士生蔡維雅1060802－
科技部補助企管系博士生蔡維
1060823赴美國亞特蘭大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雅1060802－1060823赴美國亞
特蘭大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技職所碩士生張磊1060915－
科技部補助技職所碩士生張磊
1060924赴南非開普敦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1060915－1060924赴南非開普
敦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子系碩士生莊博仰1060901－
科技部補助電子系碩士生莊博
1060916赴美國達拉斯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仰1060901－1060916赴美國達
拉斯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數媒系碩士生周建葳1060607－
科技部補助數媒系碩士生周建
1060612赴日本神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葳1060607－1060612赴日本神
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數媒系碩士生邱文盈1060607－
科技部補助數媒系碩士生邱文
1060612赴日本神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盈1060607－1060612赴日本神
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法所，支付袁義昕副教授8/27－9/2帶領研 科法所，支付袁義昕副教授
究生赴日本大阪工業大學學術交流參訪差旅費 8/27－9/2帶領研究生赴日本大
阪工業大學學術交流參訪差旅
管理學院，支付張婉茹行政組員9/24-29至印 管理學院，支付張婉茹行政組
尼萬隆等進行教育交流差旅費分攤款
員9/24-29至印尼萬隆等進行教
(K10630000060分攤$22847)
育交流差旅費分攤款
(K10630000060分攤$2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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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學院，支付張婉茹行政組員9/24-29至新 管理學院，支付張婉茹行政組
加坡及印尼進行教育交流差旅費分攤款
員9/24-29至新加坡及印尼進行
(H10630200053分攤$29575)
教育交流差旅費分攤款
(H10630200053分攤$29575)
環安系林啟文教授9/28-10/14於杜布羅夫尼克 環安系林啟文教授9/28-10/14
參加12th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於杜布羅夫尼克參加12th
development of energy， water and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systems 研討會之生活費、註冊 development of energy，
費、交通費等
water and environment
systems 研討會之生活費、註
技職所，補助研究生譚為任參加7/23-7/30哈 技職所，補助研究生譚為任參
薩克阿斯坦那國際研討會差旅費分攤款
加7/23-7/30哈薩克阿斯坦那國
(T10661000187分攤$4500)
際研討會差旅費分攤款
(T10661000187分攤$4500)
機械系張元震老師106/6/4-9日本富山參加
機械系張元震老師106/6/4-9日
LPM 2017國際研討會
本富山參加 LPM 2017國際研討
機械系張元震老師106/6/4-9日本富山參加
機械系張元震老師106/6/4-9日
LPM 2017國際研討會
本富山參加 LPM 2017國際研討
機械系張元震老師106/6/4-9日本富山參加
機械系張元震老師106/6/4-9日
LPM 2017國際研討會
本富山參加 LPM 2017國際研討
休閒所，李蕙貞副教授8/23-9/3赴日本北海道 休閒所，李蕙貞副教授8/23參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差旅費
9/3赴日本北海道參與國際學術
研討會差旅費
休閒所，陳美芳助理教授8/23-9/3赴日本參與 休閒所，陳美芳助理教授8/23國際學術研討會差旅費
9/3赴日本參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差旅費
機械系張祥傑老師10/31-11/4赴日本仙台參加 機械系張祥傑老師10/31-11/4
第十四屆流體動力學國際會議Fourteenth
赴日本仙台參加第十四屆流體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low
動力學國際會議Fourteenth
Dynamics(ICFD2017)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low Dynamics(ICFD2017)研討
環安系，支陳建維5/21－5/25前往日本地質學 環安系，支陳建維5/21－5/25
會年度會議機票費用
前往日本地質學會年度會議機
票費用
[國外旅費]支區產中心廖年淼主任10/22~26至 [國外旅費]支區產中心廖年淼
韓國首爾參加2017第13屆AASVET研討會差旅費 主任10/22~26至韓國首爾參加
分攤款(K10650600045分攤$21000)
2017第13屆AASVET研討會差旅
費分攤款(K10650600045分攤
工管系，支付呂學毅11/5－11/10前往越南拜 工管系，支付呂學毅11/5－
訪廠商差旅費分攤款(106-J01-2 $32973、
11/10前往越南拜訪廠商差旅費
106H502119 $1500)
分攤款(106-J01-2 $32973、
106H502119 $1500)
工管系，支付柳永青教授11/5－11/10前往越 工管系，支付柳永青教授11/5
南拜訪廠商差旅費分攤款(J10630100248分攤 －11/10前往越南拜訪廠商差旅
$32973)
費分攤款(J10630100248分攤
工管系，支付陳育欣副教授11/5－11/10前往 工管系，支付陳育欣副教授
越南拜訪廠商差旅費分攤款(J10630100251分 11/5－11/10前往越南拜訪廠商
攤$32973)
差旅費分攤款(J10630100251分
攤$32973)
工管系，支付陳奕中助理教授11/5－11/10前 工管系，支付陳奕中助理教授
往越南拜訪廠商差旅費分攤款(J10630100252 11/5－11/10前往越南拜訪廠商
分攤$32972)
差旅費分攤款(J10630100252分
攤$32972)
工管系，支付駱景堯教授11/5－11/10前往越 工管系，支付駱景堯教授11/5
南拜訪廠商差旅費分攤款(106-J01-2
－11/10前往越南拜訪廠商差旅
$32973、106H502118 $1500)
費分攤款(106-J01-2 $32973、
106H502118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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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系，呂學毅副教授11/5－11/10前往越南 工管系，呂學毅副教授11/5－
芽莊、胡志明市拜訪廠商(簽證費)(106-J01-2 11/10前往越南芽莊、胡志明市
$32973、106KU003 $4549)
拜訪廠商(簽證費)(106-J01-2
$32973、106KU003 $4549)
工管系，駱景堯教授11/5－11/10前往越南芽 工管系，駱景堯教授11/5－
莊、胡志明市拜訪廠商(簽證費)(106-J01-2 11/10前往越南芽莊、胡志明市
$32973、106K003 $4569)
拜訪廠商(簽證費)(106-J01-2
$32973、106K003 $4569)
技職所，支付廖年淼教授10/22－10/26至韓國 技職所，支付廖年淼教授10/22
首爾大學參加AASVET國際研討會差旅費分攤款 －10/26至韓國首爾大學參加
(H10661060016分攤$16635)
AASVET國際研討會差旅費分攤
款(H10661060016分攤$16635)
管院，支付詹嘉雯行政助理10/24-28至南韓首 管院，支付詹嘉雯行政助理
爾參加研討會差旅費分攤款(H10630200055分 10/24-28至南韓首爾參加研討
$33881)
會差旅費分攤款(H10630200055
分$33881)
管院，詹嘉雯行政助理10/24－10/28至韓國首 管院，詹嘉雯行政助理10/24－
爾參加研討會差旅費分攤款(K10630000076分 10/28至韓國首爾參加研討會差
攤$63220)
旅費分攤款(K10630000076分攤
$63220)
工管系，支付葉建周7/23－7/28至新加坡參加 工管系，支付葉建周7/23－
國際研討會差旅費分攤款(106TTDX-2 $6000、 7/28至新加坡參加國際研討會
106-K21 $20000)
差旅費分攤款(106TTDX-2
$6000、106-K21 $20000)
支應國際交流組邱瓊華1060627－0703赴緬甸 支應國際交流組邱瓊華1060627
辦理招生及2017教育展之出國經費
－0703赴緬甸辦理招生及2017
教育展之出國經費
機械系張祥傑11/16-20大阪出席AICITSE 2017 機械系張祥傑11/16-20大阪出
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
席AICITSE 2017國際研討會發
表論文
支應楊能舒校長1060630－0703赴緬甸仰光出 支應楊能舒校長1060630－0703
席2017 臺灣－緬甸大學校長會議之出國旅費 赴緬甸仰光出席2017 臺灣－緬
甸大學校長會議之出國旅費
財金系，支付鄭政秉副教授1/8-15至美國波士 財金系，支付鄭政秉副教授
頓參加哈佛研習差旅費
1/8-15至美國波士頓參加哈佛
研習差旅費
財金系，支付鄭政秉副教授1/8-15至美國波士 財金系，支付鄭政秉副教授
頓參加哈佛研習差旅費
1/8-15至美國波士頓參加哈佛
研習差旅費
1061022－1026應外系焦錦濮老師至韓國參加 1061022－1026應外系焦錦濮老
AASVET國際學術研討會差旅費
師至韓國參加AASVET國際學術
研討會差旅費
技職所，支付陳斐娟副教授10/22－10/26至韓 技職所，支付陳斐娟副教授
國首爾大學參加AASVET國際研討會差旅費分攤 10/22－10/26至韓國首爾大學
款(H10650600042分攤$19473)
參加AASVET國際研討會差旅費
分攤款(H10650600042分攤
雲林教育服務中心、陳斐娟副教授106/10/22 雲林教育服務中心、陳斐娟副
－10/26至韓國首爾參加AASVET國際學術研討 教授106/10/22－10/26至韓國
會差旅費分攤款(K10650100044分攤$21000) 首爾參加AASVET國際學術研討
會差旅費分攤款(K10650100044
分攤$21000)
蘇純繒副校長1060630－0703赴緬甸仰光出席 蘇純繒副校長1060630－0703赴
2017 臺灣－緬甸大學校長會議之出國旅費
緬甸仰光出席2017 臺灣－緬甸
大學校長會議之出國旅費
企管系蔡佳靜老師106年11月12日至11月18日 企管系蔡佳靜老師106年11月12
赴日本東京與京都參加研討會
日至11月18日赴日本東京與京
都參加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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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怡仁老師106/7/15－106/7/24赴美國訪視學 邱怡仁老師106/7/15－
員及拜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106/7/24赴美國訪視學員及拜
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邱怡仁老師106/7/15－106/7/24赴美國訪視學 邱怡仁老師106/7/15－
員及拜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106/7/24赴美國訪視學員及拜
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劉景程老師106/7/15－106/7/24赴美國訪視學 劉景程老師106/7/15－
員及拜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106/7/24赴美國訪視學員及拜
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劉景程老師106/7/15－106/7/24赴美國訪視學 劉景程老師106/7/15－
員及拜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106/7/24赴美國訪視學員及拜
訪合作學校之差旅費
蔡佳靜106年11月12日至11月18日赴日本東京 蔡佳靜106年11月12日至11月18
與京都參加研討會
日赴日本東京與京都參加研討
蔡佳靜106年11月12日至11月18日赴日本東京 蔡佳靜106年11月12日至11月18
與京都參加研討會
日赴日本東京與京都參加研討
創設系謝修璟老師11/12-19至都柏林參與
創設系謝修璟老師11/12-19至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 and Design 都柏林參與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JADE CONFERENCE 2017研討會論 Journal of Art and Design
文發表
Education iJADE CONFERENCE
2017研討會論文發表
創設系謝修璟老師11/12-19至都柏林參與
創設系謝修璟老師11/12-19至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 and Design 都柏林參與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JADE CONFERENCE 2017研討會論 Journal of Art and Design
文發表日支費
Education iJADE CONFERENCE
2017研討會論文發表日支費
方國定副校長10/7－10/11參加日本札幌2017 方國定副校長10/7－10/11參加
UAC國際研討會
日本札幌2017 UAC國際研討會
資工系張本杰教授申請【105－1143－2】106 資工系張本杰教授申請【105－
年11月21日－24日 日本－金澤市 國外差旅費 1143－2】106年11月21日－24
(參加IEEE SOCA/SC2/IOV 2017 Technical
日 日本－金澤市 國外差旅費
Program) 共49786元。
(參加IEEE SOCA/SC2/IOV 2017
Technical Program) 共49786
元。
企管系、陳振燧教授11/10－11/13至越南河內 企管系、陳振燧教授11/10－
境外專班授課差旅費
11/13至越南河內境外專班授課
差旅費
支付葉惠菁教授11/26－12/10至紐西蘭基督城 支付葉惠菁教授11/26－12/10
移地研究差旅費分攤款
至紐西蘭基督城移地研究差旅
費分攤款
葉惠菁教授11/26－12/10至紐西蘭基督城移地 葉惠菁教授11/26－12/10至紐
研究之費用
西蘭基督城移地研究之費用
應外系葉惠菁教授11/26－12/10至紐西蘭基督 應外系葉惠菁教授11/26－
城移地研究之費用
12/10至紐西蘭基督城移地研究
企管系，支付潘偉華副教授10/13－10/16至越 企管系，支付潘偉華副教授
南境外專班授課差旅費
10/13－10/16至越南境外專班
授課差旅費
企管系，支付潘偉華副教授12/08－12/11至越 企管系，支付潘偉華副教授
南境外專班授課差旅費
12/08－12/11至越南境外專班
授課差旅費
周于博106/10/22－10/31赴美國參加訓練機票 周于博106/10/22－10/31赴美
費、交通費、保險費、訓練費及日支費(轉銷) 國參加訓練機票費、交通費、
保險費、訓練費及日支費(轉
洪肇嘉106/10/18－10/21赴越南胡志市參加 洪肇嘉106/10/18－10/21赴越
ASPA 2017第21屆年會機票費、交通費、日支 南胡志市參加ASPA 2017第21屆
費及報名費用
年會機票費、交通費、日支費
及報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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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設計所博士生戴瑩1061027－
1061031赴日本沖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會計系博士生邱秀婕1060804－
1060814赴美國聖地牙哥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機系碩士生林浩源1061029－
1061103赴馬來西亞吉隆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機系碩士生林維洋1061029－
1061103赴馬來西亞吉隆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機系碩士生郭威逸1061029－
1061103赴馬來西亞吉隆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機系碩士生陳奕潣1061029－
1061103赴馬來西亞吉隆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計劃主持人周學韜教授至越南河內參加2017第
十二屆亞洲化學感測器研討會(2017 ACCS)之
機票費、註冊費及生活費。
張傳育研發長11/20－11/24至柬埔寨金邊參加
GORE FORUM 2017，產學合作場域參訪
黃世輝院長12月8日至12月11日到日本熊本
2017日韓國農村規劃研討會」論文發表差旅費
楊凱成12/7－12/17出席印度ICOMOS會議與文
章發表。
楊凱成12/7－12/17出席印度ICOMOS會議與文
章發表。
楊凱成12/7－12/17出席印度ICOMOS會議與文
章發表。
楊凱成12/7－12/17出席印度ICOMOS會議與文
章發表。
資工系老師康立威 於12/12-12/15至馬來西亞
吉隆坡參加APSIPA ASC 2017國際會議
資工系張慶龍教授2017年10月08日至10月13日
至日本大阪參加"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研討會所需費用
資訊管理系陳昭宏老師106/12/03－106/12/08
至杜拜參加國際研討會
電子系計畫主持人周榮泉11/13-15至越南河內
參加2017第十二屆亞洲化學感測器會議
(2017ACCS)之機票費、註冊費及生活費。
電子系黃建盛老師106/7/23-30至哈薩克阿斯
坦納參加第三屆"MIAR－2017"研討會並發表論
文國外差旅費
電機系林伯仁教授至檀香山參加2017年IEEE－
PEDS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科技部補助設計所博士生戴瑩
1061027－1061031赴日本沖繩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會計系博士生邱秀
婕1060804－1060814赴美國聖
地牙哥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機系碩士生林浩
源1061029－1061103赴馬來西
亞吉隆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機系碩士生林維
洋1061029－1061103赴馬來西
亞吉隆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機系碩士生郭威
逸1061029－1061103赴馬來西
亞吉隆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電機系碩士生陳奕
潣1061029－1061103赴馬來西
亞吉隆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計劃主持人周學韜教授至越南
河內參加2017第十二屆亞洲化
學感測器研討會(2017 ACCS)之
機票費、註冊費及生活費。
張傳育研發長11/20－11/24至
柬埔寨金邊參加GORE FORUM
2017，產學合作場域參訪
黃世輝院長12月8日至12月11日
到日本熊本2017日韓國農村規
劃研討會」論文發表差旅費
楊凱成12/7－12/17出席印度
ICOMOS會議與文章發表。
楊凱成12/7－12/17出席印度
ICOMOS會議與文章發表。
楊凱成12/7－12/17出席印度
ICOMOS會議與文章發表。
楊凱成12/7－12/17出席印度
ICOMOS會議與文章發表。
資工系老師康立威 於12/1212/15至馬來西亞吉隆坡參加
APSIPA ASC 2017國際會議
資工系張慶龍教授2017年10月
08日至10月13日至日本大阪參
加"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研
資訊管理系陳昭宏老師
106/12/03－106/12/08至杜拜
參加國際研討會
電子系計畫主持人周榮泉
11/13-15至越南河內參加2017
第十二屆亞洲化學感測器會議
(2017ACCS)之機票費、註冊費
電子系黃建盛老師106/7/23-30
至哈薩克阿斯坦納參加第三
屆"MIAR－2017"研討會並發表
論文國外差旅費
電機系林伯仁教授至檀香山參
加2017年IEEE－PEDS國際研討
會並發表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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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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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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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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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媒系邱怡仁106/9/1－106/9/10赴瑞士參加 數媒系邱怡仁106/9/1－
Fantoche國際動畫影展之國外日支費
106/9/10赴瑞士參加Fantoche
國際動畫影展之國外日支費
數媒系楊晰勛老師11/13－20於西班牙塞維亞 數媒系楊晰勛老師11/13－20於
參加第十屆年度教育、研究與創新國際研討 西班牙塞維亞參加第十屆年度
會。
教育、研究與創新國際研討
黃世輝院長10/27－10/30至日本沖繩縣立藝術 黃世輝院長10/27－10/30至日
大學參加「2017第十一屆亞洲設計文化學會國 本沖繩縣立藝術大學參加
際研討會」論文發表差旅費
「2017第十一屆亞洲設計文化
學會國際研討會」論文發表差
語言中心、楊育芬老師(特聘教授兼主
語言中心、楊育芬老師(特聘教
任)11/26－12/10赴紐西蘭移地研究之來回機 授兼主任)11/26－12/10赴紐西
票與生活日支費
蘭移地研究之來回機票與生活
語言中心、楊育芬老師(特聘教授兼主
語言中心、楊育芬老師(特聘教
任)11/26－12/10赴紐西蘭移地研究之來回機 授兼主任)11/26－12/10赴紐西
票與生活日支費
蘭移地研究之來回機票與生活
支應校長室黃惠玲特助1060828－0908赴希臘 支應校長室黃惠玲特助1060828
拜訪姊妹校EMATTECH之出國旅費
－0908赴希臘拜訪姊妹校
EMATTECH之出國旅費
支應國際交流組邱瓊華1060920－30赴印度孟 支應國際交流組邱瓊華1060920
買辦理印度經貿產學中心workshop及清奈2017 －30赴印度孟買辦理印度經貿
印度教育展
產學中心workshop及清奈2017
印度教育展
支應國際事務處劉威德副國際長1060828－
支應國際事務處劉威德副國際
0908赴希臘拜訪姊妹校EMATTECH之出國旅費 長1060828－0908赴希臘拜訪姊
妹校EMATTECH之出國旅費
支應曾世昌國際長1060924－29赴印度清奈辦 支應曾世昌國際長1060924－29
理2017印度教育展及海德拉巴拜訪姊妹校
赴印度清奈辦理2017印度教育
展及海德拉巴拜訪姊妹校
國際事務處，支應蘇純繒副校長1060924－30 國際事務處，支應蘇純繒副校
赴印度清奈辦理2017印度教育展及海德拉巴拜 長1060924－30赴印度清奈辦理
訪姊妹校
2017印度教育展及海德拉巴拜
訪姊妹校
國際處交流組邱瓊華1060717－20赴日本岡山 國際處交流組邱瓊華1060717－
及大阪拜會姊妹校
20赴日本岡山及大阪拜會姊妹
國際處行政助理邱瓊華1060828－0908赴希臘 國際處行政助理邱瓊華1060828
拜訪姊妹校EMATTECH之出國旅費
－0908赴希臘拜訪姊妹校
EMATTECH之出國旅費
國際處國際長曾世昌1060828－0908赴希臘拜 國際處國際長曾世昌1060828－
訪姊妹校EMATTECH之出國旅費
0908赴希臘拜訪姊妹校
EMATTECH之出國旅費
蘇純繒副校長1060717－22赴日本岡山及大阪 蘇純繒副校長1060717－22赴日
拜會姊妹校
本岡山及大阪拜會姊妹校
合計

72

73

38

90

21

112

148

134

91

136

43
134

134
61
13,9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