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校務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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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計畫名稱
類別及內容簡述
執行數
張郁琪(環安所碩士生)於106年
張郁琪(環安所碩士生)於106年6月16日至20日
6月16日至20日赴大陸廈門參加
赴大陸廈門參加「2017年海峽兩岸環境與生態
「2017年海峽兩岸環境與生態
研討會」之差旅費(主辦方供宿)
研討會」之差旅費(主辦方供
工管，核銷邱靜娥老師6月8日
工管，核銷邱靜娥老師6月8日~6月10日至廣州
~6月10日至廣州參加廣碩公司
參加廣碩公司產學合作主管會議。
產學合作主管會議。
工管，核銷吳政翰老師6月8日
工管，核銷吳政翰老師6月8日~6月10日至廣州
~6月10日至廣州參加廣碩公司
參加廣碩公司產學合作主管會議。
產學合作主管會議。
工管系駱景堯老師7/3－7/7赴
工管系駱景堯老師7/3－7/7赴香港參與第七屆
香港參與第七屆工程與應用科
工程與應用科學國際研討會差旅費
學國際研討會差旅費
數媒系楊晰勛老師6/2-7於北京參加全球華人 數媒系楊晰勛老師6/2-7於北京
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參加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
化材系計畫主持人廖文城5/14－5/17赴上海參 化材系計畫主持人廖文城5/14
加研討會及至江南大學進行界面化學領域學術 －5/17赴上海參加研討會及至
交流
江南大學進行界面化學領域學
計畫主持人廖文成106年度5/14－5/14赴上海 計畫主持人廖文成106年度5/14
參加研討會及至江南大學進行介面化學領域學 －5/14赴上海參加研討會及至
術交流
江南大學進行介面化學領域學
環安系陳杜甫專案助理研究員
環安系陳杜甫專案助理研究員106/01/08~15國
106/01/08~15國外差旅費(赴鄭
外差旅費(赴鄭州大學學術交流暨蒐集資料)
州大學學術交流暨蒐集資料)
電機系吳先晃主任5/16-5/18赴
電機系吳先晃主任5/16-5/18赴中國廣州，參
中國廣州，參加CHINAPLAS 國
加CHINAPLAS 國際橡塑展，並配合廠商，在會
際橡塑展，並配合廠商，在會
場中展示及解說壓出成型機壓出成品之即時自
場中展示及解說壓出成型機壓
動化光學檢測機
出成品之即時自動化光學檢測
國際處，李姿蓉助理106年6月24日至7月1日北 國際處，李姿蓉助理106年6月
京學術交流差旅費
24日至7月1日北京學術交流差
工管系，邱靜娥副教授6/19－
工管系，邱靜娥副教授6/19－6/25至大陸北京
6/25至大陸北京聯合大學及長
聯合大學及長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工管系、吳政翰副教授6/19－
工管系、吳政翰副教授6/19－6/25至大陸北京
6/25至大陸北京聯合大學及長
聯合大學及長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工管系、呂明山教授6/19－
工管系、呂明山教授6/19－6/25至大陸北京聯
6/25至大陸北京聯合大學及長
合大學及長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工管系、柳永青教授6/19－
工管系、柳永青教授6/19－6/25至大陸北京聯
6/25至大陸北京聯合大學及長
合大學及長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工管系、郭雅玲教授6/19－
工管系、郭雅玲教授6/19－6/25至大陸北京聯
6/25至大陸北京聯合大學及長
合大學及長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工管系、童超塵教授6/19－
工管系、童超塵教授6/19－6/25至大陸北京聯
6/25至大陸北京聯合大學及長
合大學及長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工管系、鄭博文教授6/19－
工管系、鄭博文教授6/19－6/25至大陸北京聯
6/25至大陸北京聯合大學及長
合大學及長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工管系、駱景堯教授6/19－
工管系、駱景堯教授6/19－6/25至大陸北京聯
6/25至大陸北京聯合大學及長
合大學及長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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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處、林心怡助理6/20-22至大陸福建工程
學院學術交流差旅費
國際處、曾世昌教授6/20-22至大陸福建工學
院學術交流差旅費
電子系黃永廣老師至香港公開大學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en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ICOIE 2017)國際研
討會(2017/7/12~2017/7/14)，發表學術論
文。
機械系、吳英正副教授6/20-22至大陸福建工
程學院學術交流差旅費
營建系、陳維東教授6/20-22至大陸福建工程
學院學術交流差旅費
工管系，林怡君助理教授6/19－6/25至大陸北
京聯合大學及長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楊能舒校長(教授)6/20-22至大陸福建工程學
院學術交流差旅費
電機系，蕭宇宏副教授6/20-22至大陸福建工
程學院學術交流差旅費
工管系，陳敏生副教授6/19－6/25至大陸北京
聯合大學及長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環安系張艮輝教授106/07/11~16國外差旅費
(赴鄭州大學進行學術交流暨蒐集資料)
工管，吳政翰副教授106－125計畫申請7/25－
7/27至廣州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工管，邱靜娥老師106－125計畫7/25－7/27至
大陸廣東廣碩公司進行產學合作計畫討論及開
會用差旅
林韋呈兼任助理5/4-5/12赴大陸地區進行產業
交流。(北京、安徽及南京)
副校長室、蘇純繒副校長(教授)6/20-21至大
陸福建工學院學術交流及6/22－6/25至大陸長
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分攤款(D10661000023
分攤$29168)
副校長室、蘇純繒副校長(教授)6/20-21至大
陸福建工學院學術交流及6/22－6/25至大陸長
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分攤款(K10630100135
分攤$26534)
鍾易宏兼任助理5/4-5/12赴大陸地區參與國際
研討會及進行產業交流。(北京、安徽及南京)
工管，陳敏生副教授106－125計畫申請7/25－
7/27至廣州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s.
會計系，支付黃瓊瑤副教授7/1-9至大陸內蒙
古移地教學差旅費
會計系，支付黃瓊瑤副教授7/1-9至大陸內蒙
古移地教學差旅費

國際處、林心怡助理6/20-22至
大陸福建工程學院學術交流差
國際處、曾世昌教授6/20-22至
大陸福建工學院學術交流差旅
電子系黃永廣老師至香港公開
大學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en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ICOIE 2017)國際研討會
(2017/7/12~2017/7/14)，發表
機械系、吳英正副教授6/20-22
至大陸福建工程學院學術交流
差旅費
營建系、陳維東教授6/20-22至
大陸福建工程學院學術交流差
工管系，林怡君助理教授6/19
－6/25至大陸北京聯合大學及
長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楊能舒校長(教授)6/20-22至大
陸福建工程學院學術交流差旅
電機系，蕭宇宏副教授6/20-22
至大陸福建工程學院學術交流
差旅費
工管系，陳敏生副教授6/19－
6/25至大陸北京聯合大學及長
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
環安系張艮輝教授
106/07/11~16國外差旅費(赴鄭
州大學進行學術交流暨蒐集資
工管，吳政翰副教授106－125
計畫申請7/25－7/27至廣州參
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工管，邱靜娥老師106－125計
畫7/25－7/27至大陸廣東廣碩
公司進行產學合作計畫討論及
開會用差旅
林韋呈兼任助理5/4-5/12赴大
陸地區進行產業交流。(北京、
安徽及南京)
副校長室、蘇純繒副校長(教
授)6/20-21至大陸福建工學院
學術交流及6/22－6/25至大陸
長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分攤
款(D10661000023分攤$29168)
副校長室、蘇純繒副校長(教
授)6/20-21至大陸福建工學院
學術交流及6/22－6/25至大陸
長春吉林大學參訪差旅費分攤
款(K10630100135分攤$26534)
鍾易宏兼任助理5/4-5/12赴大
陸地區參與國際研討會及進行
產業交流。(北京、安徽及南
工管，陳敏生副教授106－125
計畫申請7/25－7/27至廣州參
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s.
會計系，支付黃瓊瑤副教授
7/1-9至大陸內蒙古移地教學差
會計系，支付黃瓊瑤副教授
7/1-9至大陸內蒙古移地教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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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所，支付李哲賢教授5/15
漢學所，支付李哲賢教授5/15－7/14至大陸陝
－7/14至大陸陝西師範大學學
西師範大學學術研究交流差旅費
術研究交流差旅費
機械系張祥傑老師7/22－7/26
機械系張祥傑老師7/22－7/26帶隊至吳江參加
帶隊至吳江參加第四屆台達杯
第四屆台達杯自動化設計大賽
自動化設計大賽
機械系張祥傑老師7/22－7/26
機械系張祥傑老師7/22－7/26帶隊至吳江參加
帶隊至吳江參加第四屆台達杯
第四屆台達杯自動化設計大賽
自動化設計大賽
支付周淑卿教授6/23-25至大陸上海金融學院 支付周淑卿教授6/23-25至大陸
移地教學差旅費
上海金融學院移地教學差旅費
支付周淑卿教授6/23-25至大陸上海金融學院 支付周淑卿教授6/23-25至大陸
移地教學差旅費
上海金融學院移地教學差旅費
支付胥愛琦副教授6/23-29至大陸上海金融學 支付胥愛琦副教授6/23-29至大
院移地教學差旅費
陸上海金融學院移地教學差旅
支付胥愛琦副教授6/23-29至大陸上海金融學 支付胥愛琦副教授6/23-29至大
院移地教學差旅費
陸上海金融學院移地教學差旅
國際處，支付劉威德教授7/13國際處，支付劉威德教授7/13-19至大陸東北
19至大陸東北大學參與研討會
大學參與研討會等差旅費
等差旅費
會計系，支付傅鍾仁教授7/1-9至大陸內蒙古 會計系，支付傅鍾仁教授7/1-9
移地教學差旅費
至大陸內蒙古移地教學差旅費
會計系，支付傅鍾仁教授7/1-9至大陸內蒙古 會計系，支付傅鍾仁教授7/1-9
移地教學差旅費
至大陸內蒙古移地教學差旅費
環安系陳杜甫專案助理研究員106/07/09~16國 環安系陳杜甫專案助理研究員
外差旅費(赴鄭州大學進行學術交流暨蒐集資 106/07/09~16國外差旅費(赴鄭
料)
州大學進行學術交流暨蒐集資
技職所周春美教授於6/21－
技職所周春美教授於6/21－6/28至中國青島參
6/28至中國青島參加ICMESS
加ICMESS 2017國際研討會
2017國際研討會
張傳育研發長7/3-7/6至香港參加泛珠三角大 張傳育研發長7/3-7/6至香港參
學生計算機作品賽
加泛珠三角大學生計算機作品
數媒系研究助理吳怡馨3/31-4/7至中國蘇州 數媒系研究助理吳怡馨3/31(地點) 2017CADDRIA 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事 4/7至中國蘇州 (地點)
由)
2017CADDRIA 國際研討會發表
營建系于思婷同學於8/21－
營建系于思婷同學於8/21－8/26至中國杭州參
8/26至中國杭州參加國際研討
加國際研討會之國外差旅費。
會之國外差旅費。
營建系陳欣怡同學8/21－26至
營建系陳欣怡同學8/21－26至中國杭州參加國
中國杭州參加國際研討會之國
際研討會之國外差旅費
外差旅費
營建系陳建州老師8/21－26至
營建系陳建州老師8/21－26至中國杭州參加國
中國杭州參加國際研討會之國
際研討會之國外差旅費(配合款)
外差旅費(配合款)
營建系陳建州老師8/21－26至
營建系陳建州老師8/21－26至中國杭州參加國
中國杭州參加國際研討會之國
際研討會之國外差旅費
外差旅費
工管系，駱景堯教授7/27－7/30至深圳訪視實 工管系，駱景堯教授7/27－
習學生差旅費
7/30至深圳訪視實習學生差旅
專案助理林志庭8/4－8/7協助
專案助理林志庭8/4－8/7協助帶領青年大使前
帶領青年大使前往澳門進行兩
往澳門進行兩地交流活動（日支費255，匯率
地交流活動（日支費255，匯率
30.25）
30.25）
資管系，支付黃純敏副教授
資管系，支付黃純敏副教授7/8-12至大陸寧波
7/8-12至大陸寧波參加2017
參加2017 ICMLC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差旅費分
ICMLC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差旅
攤款(H10630300071分攤$24281)
費分攤款(H10630300071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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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支付黃純敏副教授
資管系，支付黃純敏副教授7/8-12至大陸寧波
7/8-12至大陸寧波參加2017
參加2017 ICMLC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差旅費分
ICMLC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差旅
攤款(K10630300020分攤$31270)
費分攤款(K10630300020分攤
電機系蕭宇宏老師8/17-22至中國桂林參加國 電機系蕭宇宏老師8/17-22至中
際會議發表論文
國桂林參加國際會議發表論文
營建系吳文華老師8/20-26杭州參加第八屆海 營建系吳文華老師8/20-26杭州
峽兩岸四地高校師生土木工程監測與控制研討 參加第八屆海峽兩岸四地高校
會
師生土木工程監測與控制研討
主持人邱上嘉8/3－8/7前往澳門進行青年論壇 主持人邱上嘉8/3－8/7前往澳
兩地交流活動拜訪參與(日支費255，匯率
門進行青年論壇兩地交流活動
30.27)
拜訪參與(日支費255，匯率
漢學所，支付蔡輝振教授5/15
漢學所，支付蔡輝振教授5/15－7/15至大陸內
－7/15至大陸內蒙古短期講學
蒙古短期講學差旅費
差旅費
財金所，支付劉志良助理教授
財金所，支付劉志良助理教授5/19－21帶領學
5/19－21帶領學生至香港參訪
生至香港參訪移地教學差旅費
移地教學差旅費
財金所，支付劉志良助理教授
財金所，支付劉志良助理教授5/19－21帶領學
5/19－21帶領學生至香港參訪
生至香港參訪移地教學差旅費
移地教學差旅費
營建系，支付王劍能教授7/13營建系，支付王劍能教授7/13-19至大陸瀋陽
19至大陸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
東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款(H10610340005分攤$22032)
款(H10610340005分攤$22032)
營建系，支付王劍能教授7/13營建系，支付王劍能教授7/13-19至大陸瀋陽
19至大陸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
東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款(H10610340005分攤$22032)
款(H10610340005分攤$22032)
營建系，王劍能教授7/13-7/19
營建系，王劍能教授7/13-7/19至瀋陽東北大
至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
學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生活費
及合作事宜生活費
(K10620500066 $3094、K10610340094 $13453
(K10620500066 $3094、
配合款)
K10610340094 $13453配合款)
工管，吳政翰副教授106－375
工管，吳政翰副教授106－375計畫申請8/31－
計畫申請8/31－9/2至大陸清遠
9/2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工管，邱靜娥副教授106－375計畫申請
工管，邱靜娥副教授106－375
8/31~9/2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 計畫申請8/31~9/2至大陸清遠
差旅
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工管，陳敏生副教授106－375計畫申請
工管，陳敏生副教授106－375
8/31~9/2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 計畫申請8/31~9/2至大陸清遠
差旅
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技職所，支付周春美教授7/24
技職所，支付周春美教授7/24－7/30至中國廣
－7/30至中國廣東桂林參加
東桂林參加ICCM2017研討會差旅費分攤款
ICCM2017研討會差旅費分攤款
(H10650600035分攤$44349)
(H10650600035分攤$44349)
技職所，周春美教授7/24－
技職所，周春美教授7/24－7/30至中國桂林參
7/30至中國桂林參加ICCM2017
加ICCM2017研討會差旅費(K10650600033分攤
研討會差旅費(K10650600033分
$21000)
攤$21000)
營建系，支付吳博凱教授7/13營建系，支付吳博凱教授7/13-19至大陸瀋陽
19至大陸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
東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款(H10610340004分攤$33659)
款(H10610340004分攤$33659)
營建系，支付陳建州教授7/13營建系，支付陳建州教授7/13-30至大陸瀋陽
30至大陸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
東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款(H106103400006分攤$33659)
款(H106103400006分攤$3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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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系，支付蘇南教授7/13-19
營建系，支付蘇南教授7/13-19至大陸瀋陽東
至大陸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談
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款
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款
(H10610340002分攤$33659)
(H10610340002分攤$33659)
營建系，吳博凱教授7/13-7/19
營建系，吳博凱教授7/13-7/19至瀋陽東北大
至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
學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生活費分攤款
及合作事宜生活費分攤款
(K10620500065分攤$16547)
(K10620500065分攤$16547)
營建系，陳建州教授7/13-7/30
營建系，陳建州教授7/13-7/30瀋陽東北大學
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及
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生活費分攤款
合作事宜生活費分攤款
(K10610340095分攤$14146)
(K10610340095分攤$14146)
營建系，彭瑞麟教授7/13-7/19
營建系，彭瑞麟教授7/13-7/19瀋陽東北大學
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及
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生活費分攤款
合作事宜生活費分攤款
(K10620500062分攤$16547)
(K10620500062分攤$16547)
營建系，潘乃欣教授7/13-7/19
營建系，潘乃欣教授7/13-7/19至瀋陽東北大
至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
學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生活費分攤款
及合作事宜生活費分攤款
(K10620500064分攤17062)
(K10620500064分攤17062)
營建系，蘇南教授7/13-7/19至
營建系，蘇南教授7/13-7/19至瀋陽東北大學
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及
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生活費分攤款
合作事宜生活費分攤款
(K10620500063分攤$16547)
(K10620500063分攤$16547)
營建系、支付彭瑞麟教授7/13營建系、支付彭瑞麟教授7/13-19至大陸瀋陽
19至大陸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
東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款(H106103400001分攤33659)
款(H106103400001分攤33659)
營建所，支付潘乃欣教授7/13營建所，支付潘乃欣教授7/13-19至大陸瀋陽
19至大陸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
東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款(H10610340003分攤$33659)
款(H10610340003分攤$33659)
營建所，支付潘乃欣教授7/13營建所，支付潘乃欣教授7/13-19至大陸瀋陽
19至大陸瀋陽東北大學參訪洽
東北大學參訪洽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談招生及合作事宜差旅費分攤
款(H10610340003分攤$33659)
款(H10610340003分攤$33659)
營建系陳維東老師9/17-18深圳參加AETMS2017 營建系陳維東老師9/17-18深圳
國際研討會
參加AETMS2017國際研討會
環安系張艮輝教授105/08/24~29國外差旅費 環安系張艮輝教授
(赴合肥參加2016年海峽兩岸空氣品質管理交 105/08/24~29國外差旅費(赴合
流研討會)
肥參加2016年海峽兩岸空氣品
工管系駱景堯老師9/23－9/27
工管系駱景堯老師9/23－9/27出席蘇州2017國
出席蘇州2017國際應用數學與
際應用數學與統計研討會差旅核銷
統計研討會差旅核銷
人文學院巫銘昌院長10/13-10/17赴陝西師範 人文學院巫銘昌院長10/13大學參加學術論壇
10/17赴陝西師範大學參加學術
企管系，鍾從定教授7/28-8/3
企管系，鍾從定教授7/28-8/3至大陸安徽合肥
至大陸安徽合肥訪視實習學生
訪視實習學生差旅費
差旅費
陳均豪於106年10月19日至23日
陳均豪於106年10月19日至23日赴大陸杭州參
赴大陸杭州參加「第九屆全國
加「第九屆全國環境化學大會」之差旅費
環境化學大會」之差旅費
化材系鄭宇伸10/17-21西安參加2017亞洲青年 化材系鄭宇伸10/17-21西安參
生化工程師研討會(YABEC)，發表口頭研究報 加2017亞洲青年生化工程師研
告。
討會(YABEC)，發表口頭研究報
支應國際處李姿蓉助理於106年
支應國際處李姿蓉助理於106年10月19日至10
10月19日至10月23日赴四川成
月23日赴四川成都學術交流出差差旅費
都學術交流出差差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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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應國際處林心怡助理於106年
支應國際處林心怡助理於106年10月19日至10
10月19日至10月23日赴四川成
月23日赴四川成都學術交流出差差旅費
都學術交流出差差旅費
電子系蘇慶龍老師10/21－
電子系蘇慶龍老師10/21－10/26至上海參加
10/26至上海參加【CSAE
【CSAE 2017】國際會議及發表論文
2017】國際會議及發表論文
電子系蘇慶龍老師10/21－
電子系蘇慶龍老師10/21－10/26至上海參加
10/26至上海參加【CSAE
【CSAE 2017】國際會議及發表論文
2017】國際會議及發表論文
漢學所，支付吳進安教授
漢學所，支付吳進安教授10/13-17至大陸陝西
10/13-17至大陸陝西參加學術
參加學術研討會差旅費
研討會差旅費
漢學所，支付翁敏修副教授
漢學所，支付翁敏修副教授10/13－10/17至大
10/13－10/17至大陸陝西參加
陸陝西參加學術研討會差旅費
學術研討會差旅費
工管，邱靜娥老師10/26－
工管，邱靜娥老師10/26－10/28至大陸清遠參
10/28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
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合作計畫用差旅
吳知易10/23-28北京參加6th
吳知易10/23-28北京參加6th Global
Global Conference on
Conference on Materials Science and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國際研討會
Engineering國際研討會
專案助理李昱賢11月1日－11月
專案助理李昱賢11月1日－11月6日至長沙拜訪
6日至長沙拜訪爆竹煙火相關產
爆竹煙火相關產業及參訪第十三屆瀏陽花炮節
業及參訪第十三屆瀏陽花炮節
出國差旅費用
出國差旅費用
溫志超教授7/14－7/22至中國
溫志超教授7/14－7/22至中國大陸新疆省烏魯
大陸新疆省烏魯木齊市參加
木齊市參加「乾旱半乾旱地區河流與地下水相
「乾旱半乾旱地區河流與地下
互作用國際研討會」機票款、生活費及註冊費
水相互作用國際研討會」機票
等
款、生活費及註冊費等
溫志超教授7/5－7/10至中國大
溫志超教授7/5－7/10至中國大陸安徽省合肥
陸安徽省合肥市合肥工業大學
市合肥工業大學參加「2017地下水高層論壇暨
參加「2017地下水高層論壇暨
海峽兩岸水文地質應用研討會」機票款、生活
海峽兩岸水文地質應用研討
費及註冊費
會」機票款、生活費及註冊費
科技部補助設計所博士生張羞
科技部補助設計所博士生張羞月1060625－
月1060625－1060701赴香港出
1060701赴香港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補助設計所博士生楊素
科技部補助設計所博士生楊素秋1060626－
秋1060626－1060630赴大陸香
1060630赴大陸香港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港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支應創意生活設計系謝修璟副
支應創意生活設計系謝修璟副教授106年10月
教授106年10月11日至10月14日
11日至10月14日福建出差差旅費(海峽教育合
福建出差差旅費(海峽教育合作
作十年成就展)
十年成就展)
企管系，支付雷漢聲副教授
企管系，支付雷漢聲副教授7/29-8/6至大陸上
7/29-8/6至大陸上海等訪視實
海等訪視實習同學差旅費
習同學差旅費
工管，吳政翰10/26－10/28至
工管，吳政翰10/26－10/28至大陸清遠參加廣
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
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畫用差旅
工管，陳敏生老師10/26－
工管，陳敏生老師10/26－10/28至大陸清遠參
10/28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
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合作計畫用差旅
支應創意生活設計系林育成106
支應創意生活設計系林育成106年10月11日至
年10月11日至10月16日福建出
10月16日福建出差差旅費(海峽兩岸教育合作
差差旅費(海峽兩岸教育合作十
十年成就展)
年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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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支付雷漢聲副教授
企管系，支付雷漢聲副教授8/27-9/2至大陸廣
8/27-9/2至大陸廣州等訪視實
州等訪視實習學生差旅費分攤款
習學生差旅費分攤款
(J10630200108分攤$5000)
(J10630200108分攤$5000)
范國光教授8/27-9/4至無錫參
范國光教授8/27-9/4至無錫參加2017年第八屆
加2017年第八屆教育部海峽兩
教育部海峽兩岸“傳統文化的可持續設計＂交
岸“傳統文化的可持續設計＂
流活動——交通費
交流活動——交通費
工管，邱靜娥老師11/23－
工管，邱靜娥老師11/23－11/25至大陸清遠參
11/25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
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合作計畫用差旅
環境安全與衛生工程所徐啟銘
環境安全與衛生工程所徐啟銘教授11/8-10赴
教授11/8-10赴杭州參與第9屆
杭州參與第9屆國際醫療、化工過程安全技術
國際醫療、化工過程安全技術
研討會之機票及日支費用
研討會之機票及日支費用
徐啟銘教授10/24-10/26赴安徽
徐啟銘教授10/24-10/26赴安徽中科院光學精
中科院光學精密機械研究所、
密機械研究所、安徽理工大學及10/27-10/27
安徽理工大學及10/27-10/27至
至第8屆南京消防國際研討會之機票及日支費
第8屆南京消防國際研討會之機
用
票及日支費用
學生賴王彬10/24-11/6赴中國
學生賴王彬10/24-11/6赴中國安徽中科院光學
安徽中科院光學精密機械研究
精密機械研究所及安徽理工大學短期交流之機
所及安徽理工大學短期交流之
票及日支費。
機票及日支費。
工管，蘇利炘學生106－375計畫申請10/23－ 工管，蘇利炘學生106－375計
10/28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 畫申請10/23－10/28至大陸清
旅
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
工管，蘇利炘學生106－375計畫申請11/23－ 工管，蘇利炘學生106－375計
11/25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 畫申請11/23－11/25至大陸清
旅
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
創生系杜瑞澤老師11/5－11/12
創生系杜瑞澤老師11/5－11/12參加2017
參加2017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ngineering(ICICE
Communication and
2017)，地點為雲南昆明市
Engineering(ICICE 2017)，地
點為雲南昆明市
創設系張岑瑤老師參與廈門海
創設系張岑瑤老師參與廈門海峽工業設計大賽
峽工業設計大賽獎暨第三屆海
獎暨第三屆海峽兩岸大學生優秀工業設計作品
峽兩岸大學生優秀工業設計作
展之活動(10/18)~(10/23)差旅費
品展之活動(10/18)~(10/23)差
機械系曾世昌老師106年11月05
機械系曾世昌老師106年11月05日至11月12日
日至11月12日雲南參加國際會
雲南參加國際會議旅費
議旅費
國際處，支付曾世昌教授
國際處，支付曾世昌教授10/23-25赴大陸廈門
10/23-25赴大陸廈門及福州考
及福州考察訪問差旅費
察訪問差旅費
國際處，支付曾世昌教授10/5國際處，支付曾世昌教授10/5-10赴大陸宜昌
10赴大陸宜昌及廣州學術交流
及廣州學術交流差旅費
差旅費
營建系蘇南教授10/25-10/31參
營建系蘇南教授10/25-10/31參加上海第17屆
加上海第17屆台滬經貿法律理
台滬經貿法律理論與實務研討會
論與實務研討會
本系鄭月秀老師10/18-10/23參
本系鄭月秀老師10/18-10/23參與廈門海峽兩
與廈門海峽兩岸工業設計大賽
岸工業設計大賽獎暨第三屆海峽兩岸大學生優
獎暨第三屆海峽兩岸大學生優
秀工業設計展作品之活動(10/18~10/23)差旅
秀工業設計展作品之活動
費
(10/18~10/23)差旅費

36

14

10

17

32

60

11

10

51

12

77

23

49

15

12

設計所黃秀梅助理11/4－11/9
設計所黃秀梅助理11/4－11/9至大陸昆明進行
至大陸昆明進行2017ICICE研討
2017ICICE研討會發表差旅費
會發表差旅費
技職所，支付陳斐娟副教授
技職所，支付陳斐娟副教授9/20－9/23至澳門
9/20－9/23至澳門參加第七屆
參加第七屆海峽兩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理輔導
海峽兩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理
與諮詢高峰論壇差旅費分攤款(H10650600046
輔導與諮詢高峰論壇差旅費分
分攤$9952)
攤款(H10650600046分攤$9952)
技職所，支付陳斐娟副教授
技職所，支付陳斐娟副教授9/20－9/23至澳門
9/20－9/23至澳門參加第七屆
參加第七屆海峽兩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理輔導
海峽兩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理
與諮詢高峰論壇差旅費分攤款(K10650600047
輔導與諮詢高峰論壇差旅費分
分攤$21000)
攤款(K10650600047分攤
工管，王乃慶學生10/23－
工管，王乃慶學生10/23－10/28至大陸清遠參
10/28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
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合作計畫用差旅
工管，吳政翰老師106－375計畫申請11/23－ 工管，吳政翰老師106－375計
11/25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 畫申請11/23－11/25至大陸清
旅
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
休閒所、支付李宗鴻教授
休閒所、支付李宗鴻教授12/11-12/18赴大陸
12/11-12/18赴大陸湖北師範大
湖北師範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參訪差旅費
學和華中科技大學參訪差旅費
漢學所，支付吳進安教授12/11－12/17至大陸 漢學所，支付吳進安教授12/11
湖北學術參訪差旅費
－12/17至大陸湖北學術參訪差
人文學院、巫銘昌12/11-18赴
人文學院、巫銘昌12/11-18赴大陸武漢湖北師
大陸武漢湖北師範大學和華中
範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參訪差旅費分攤款
科技大學參訪差旅費分攤款
(H10662270072分攤$35499)
(H10662270072分攤$35499)
人文學院、巫銘昌院長12/11人文學院、巫銘昌院長12/11-12/18赴大陸武
12/18赴大陸武漢華中科大和湖
漢華中科大和湖北師大參訪差旅費分攤款
北師大參訪差旅費分攤款
(K10650000010分攤$11020)
(K10650000010分攤$11020)
工管，蕭名傑學生106－375計
工管，蕭名傑學生106－375計畫申請11/23－
畫申請11/23－12/7至大陸清遠
12/7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支應蘇純繒副校長106年12月11
支應蘇純繒副校長106年12月11日至12月18日
日至12月18日湖北、廣東出差
湖北、廣東出差差旅費
差旅費
周于博106/9/19－9/23赴大陸
周于博106/9/19－9/23赴大陸參加CCPS製程安
參加CCPS製程安全會議機票費
全會議機票費等預借款費用(轉銷)
等預借款費用(轉銷)
邱上嘉9/24－9/29前往中國北
邱上嘉9/24－9/29前往中國北京進行移地調查
京進行移地調查研究機票費與
研究機票費與生活費支出(北京251(70%)，匯
生活費支出(北京251(70%)，匯
率30.2)
率30.2)
洪肇嘉106/9/19－9/26赴南京
洪肇嘉106/9/19－9/26赴南京及杭州參加會議
及杭州參加會議機票費、交通
機票費、交通費、日支費及報名費用
費、日支費及報名費用
科法所、蔡岳勳所長12/11科法所、蔡岳勳所長12/11-12/18赴大陸湖北
12/18赴大陸湖北師範大學及華
師範大學及華中科技大學參訪日資補助費用分
中科技大學參訪日資補助費用
攤款(K10650700084分攤$9980)
分攤款(K10650700084分攤
科法所、蔡岳勳副教授12/11科法所、蔡岳勳副教授12/11-18赴湖北師範大
18赴湖北師範大學及華中科技
學及華中科技大學參訪差旅費分攤款
大學參訪差旅費分攤款
(H10650700006分攤$36529)
(H10650700006分攤$36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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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岑瑤老師7/16-7/22參予【第
張岑瑤老師7/16-7/22參予【第三屆海峽兩岸 三屆海峽兩岸大學生包裝設計
大學生包裝設計workshop塈合肥學院首屆設計 workshop塈合肥學院首屆設計
教育研討會】活動(7/16~7/22)－差旅費
教育研討會】活動(7/16~7/22)
－差旅費
陳文照教授12/11-12/17至湖北華中科技大學 陳文照教授12/11-12/17至湖北
與湖北師範大學參訪
華中科技大學與湖北師範大學
曾永寬主任赴大陸湖北師範大
曾永寬主任赴大陸湖北師範大學和華中科技大
學和華中科技大學參訪交流
學參訪交流(1061211－1218)
(1061211－1218)
黃世輝院長11/4－11/9至大陸
黃世輝院長11/4－11/9至大陸昆明進行
昆明進行2017ICICE研討會發表
2017ICICE研討會發表差旅費
差旅費
營建系陳維東老師106/10/29營建系陳維東老師106/10/29-31成都參加第七
31成都參加第七屆工程建設與
屆工程建設與管理國際會議(2017 ICCEPM)
管理國際會議(2017 ICCEPM)
支應交流組邱瓊華行政助理
支應交流組邱瓊華行政助理1061026－29赴香
1061026－29赴香港辦理2017香
港辦理2017香港高等教育展
港高等教育展
企管系，支付陳振燧教授12/17-22至大陸深 企管系，支付陳振燧教授
圳、廣州帶領高階領袖班至海外企業參訪差旅 12/17-22至大陸深圳、廣州帶
費
領高階領袖班至海外企業參訪
企管系，支付潘立芸副教授
企管系，支付潘立芸副教授12/17-22至大陸深
12/17-22至大陸深圳、廣州帶
圳、廣州帶領高階領袖班至海外企業參訪差旅
領高階領袖班至海外企業參訪
費
差旅費
企管系，支付潘偉華副教授
企管系，支付潘偉華副教授7/31－8/8至大陸
7/31－8/8至大陸上海等訪視實
上海等訪視實習同學差旅費
習同學差旅費
推廣中心主任鄭政秉11/3－
推廣中心主任鄭政秉11/3－11/8至江蘇省泰州
11/8至江蘇省泰州職業技術學
職業技術學院及南京審計大學洽談教育訓練合
院及南京審計大學洽談教育訓
作事宜
練合作事宜
推廣中心助理劉素芬協同參加
推廣中心助理劉素芬協同參加11/3－11/8至江
11/3－11/8至江蘇省泰州職業
蘇省泰州職業技術學院及南京審計大學洽談教
技術學院及南京審計大學洽談
育訓練合作事宜
教育訓練合作事宜
推廣教育中心劉素芬12/13－12/19香港開會及 推廣教育中心劉素芬12/13－
武漢參訪
12/19香港開會及武漢參訪
推廣教育中心鄭政秉主任12/13－12/19至香港 推廣教育中心鄭政秉主任12/13
開會及武漢參訪
－12/19至香港開會及武漢參訪
管理學院，支付卓宜伶專案助
管理學院，支付卓宜伶專案助理12/17-22至大 理12/17-22至大陸深圳、廣州
陸深圳、廣州帶領高階領袖班海外企業參訪差 帶領高階領袖班海外企業參訪
旅費分攤款(H10630200064分攤$30261)
差旅費分攤款(H10630200064分
攤$30261)
管理學院，支付卓宜伶專案助
管理學院，支付卓宜伶專案助理12/17-22至大 理12/17-22至大陸深圳、廣州
陸深圳、廣州帶領高階領袖班海外企業參訪差 帶領高階領袖班海外企業參訪
旅費分攤款(K10630000096分攤$14211)
差旅費分攤款(K10630000096分
攤$14211)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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