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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年1月至6月
計畫名稱
類別及內容簡述
執行數
支碩士生陳冠廷106/12/20支碩士生陳冠廷106/12/20-106/12/26至中國
106/12/26至中國安徽、南京交
安徽、南京交流及參加研討會。
流及參加研討會。
支碩士生陳映融106/12/20支碩士生陳映融106/12/20-106/12/26至中國
106/12/26至中國安徽、南京交
安徽、南京交流及參加研討會。
流及參加研討會。
支碩士生葉峰閩106/12/20支碩士生葉峰閩106/12/20-106/12/26至中國
106/12/26至中國安徽、南京交
安徽、南京交流及參加研討會。
流及參加研討會。
數媒系盧麗淑老師107年1月25
數媒系盧麗淑老師107年1月25日-月29日澳門
日-月29日澳門參加國際會議之
參加國際會議之國外差旅費用
國外差旅費用
資工系朱宗賢老師11/23－26至
資工系朱宗賢老師11/23－26至合肥參加第十
合肥參加第十二屆海峽兩岸前
二屆海峽兩岸前沿信息技術應用與交流研討會
沿信息技術應用與交流研討會
蘇慶龍老師執行產學案2/3-2/7
蘇慶龍老師執行產學案2/3-2/7至中國廣東省
至中國廣東省深圳進行公司訪
深圳進行公司訪問暨供應商實地工廠查核
問暨供應商實地工廠查核
工管，邱靜娥老師106－375計
工管，邱靜娥老師106－375計畫申請1/14－
畫申請1/14－1/17至大陸清遠
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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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國光106年11/5－11/12赴大陸昆明參加國際 范國光106年11/5－11/12赴大
會議國外差旅費
陸昆明參加國際會議國外差旅
工管，吳政翰老師106－375計
工管，吳政翰老師106－375計畫申請1/14－
畫申請1/14－1/17至大陸清遠
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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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敏生老師106－375計畫申請
工管，陳敏生老師106－375計
12/6~12/9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 畫申請12/6~12/9至大陸清遠參
用差旅費
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費
工管，陳敏生老師106－375計
工管，陳敏生老師106－375計畫申請1/14－
畫申請1/14－1/17至大陸清遠
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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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靜娥老師106－375計
工管，邱靜娥老師106－375計畫申請3/8－
畫申請3/8－3/10至大陸清遠參
3/10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
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差
差旅
旅
蘇慶龍老師執行產學案
蘇慶龍老師執行產學案3/9~3/14至中國廣東省
3/9~3/14至中國廣東省深圳市
深圳市及福建省福州市執行產業技術推廣及技
及福建省福州市執行產業技術
術裝車
推廣及技術裝車
工管，陳敏生老師106－375計
工管，陳敏生老師106－375計畫申請3/10－
畫申請3/10－3/13至大陸清遠
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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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政翰老師106－375計
畫申請3/8－3/10至大陸清遠參
工管，吳政翰老師106－375計畫申請3/8－
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3/10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106-375、106-A032(106-375、106-A032-2)(C10730100048)工管
2)(C10730100048)工管，吳政
，吳政翰老師106－375計畫申請3/8－3/10至
翰老師106－375計畫申請3/8－
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用差旅
3/10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
合作計畫用差旅
蘇慶龍老師執行產學案，於
蘇慶龍老師執行產學案，於3/24~3/28至中國 3/24~3/28至中國廣東省深圳市
廣東省深圳市及惠州市進行技術簡報與產品合 及惠州市進行技術簡報與產品
作會議蘇慶龍老師執行產學案，於3/24~3/28 合作會議蘇慶龍老師執行產學
至中國廣東省深圳市及惠州市進行技術簡報與 案，於3/24~3/28至中國廣東省
產品合作會議
深圳市及惠州市進行技術簡報
與產品合作會議
技職所周春美老師於12/21至
技職所周春美老師於12/21至12/28至海南省三
12/28至海南省三亞市參加
亞市參加(ICOME 2017)技職所周春美老師於
(ICOME 2017)技職所周春美老
12/21至12/28至海南省三亞市參加(ICOME
師於12/21至12/28至海南省三
2017)
亞市參加(ICOM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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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慶龍老師執行產學案，
蘇慶龍老師執行產學案，4/22~4/25至中國福
4/22~4/25至中國福建省福州市
建省福州市進行產學技術推廣
進行產學技術推廣
工管，吳政翰老師106－375計畫申請4/19－ 工管，吳政翰老師106－375計
4/21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 畫申請4/19－4/21至大陸清遠
差旅
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
工管，邱靜娥老師106－375計畫申請4/19－ 工管，邱靜娥老師106－375計
4/21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 畫申請4/19－4/21至大陸清遠
差旅
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
工管，陳敏生老師106－375計畫申請4/20－ 工管，陳敏生老師106－375計
4/24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 畫申請4/20－4/24至大陸清遠
差旅
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
工管系，柳永青教授4/16-21至大陸平湖訪視 工管系，柳永青教授4/16-21至
實習學生差旅費
大陸平湖訪視實習學生差旅費
蘇慶龍老師執行產學案，
蘇慶龍老師執行產學案，5/7~5/12至中國浙江 5/7~5/12至中國浙江省(烏鎮
省(烏鎮鎮)及廣東省(惠州市)參加【兩岸車聯 鎮)及廣東省(惠州市)參加【兩
網專家會議】及產品合作會議差旅費
岸車聯網專家會議】及產品合
作會議差旅費
技職所周春美教授於4/24－
技職所周春美教授於4/24－4/29至江蘇省無錫
4/29至江蘇省無錫市參加
市參加(ICHSSR2018)
(ICHSSR2018)
漢學所，李哲賢教授4/24－
漢學所，李哲賢教授4/24－4/29至大陸青島參
4/29至大陸青島參加現代視域
加現代視域中的東亞文化學術研討會差旅費
中的東亞文化學術研討會差旅
漢學所，吳進安教授4/24－
漢學所，吳進安教授4/24－4/29至大陸青島參
4/29至大陸青島參加現代視域
加現代視域中的東亞文化學術研討會差旅費
中的東亞文化學術研討會差旅
漢學所，林韋伶行政組員4/24－4/29至大陸青 漢學所，林韋伶行政組員4/24
島參加現代視域中的東亞文化學術研討會差旅 －4/29至大陸青島參加現代視
費
域中的東亞文化學術研討會差
國外差旅費－數媒系黃馨儀同
國外差旅費－數媒系黃馨儀同學5/13-18至中
學5/13-18至中國北京參與
國北京參與CAADIRA2018發表論文
CAADIRA2018發表論文
工管，吳政翰老師106－375計畫申請5/24－ 工管，吳政翰老師106－375計
5/26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 畫申請5/24－5/26至大陸清遠
差旅
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
工管，邱靜娥老師106－375計畫申請5/24－ 工管，邱靜娥老師106－375計
5/26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 畫申請5/24－5/26至大陸清遠
差旅
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
工管系，駱景堯教授5/10-13至
工管系，駱景堯教授5/10-13至大陸深圳立鉅
大陸深圳立鉅公司訪視實習學
公司訪視實習學生差旅費
生差旅費
設計所吳怡馨107/5/13-18至中國北京參與
設計所吳怡馨107/5/13-18至中
CAADIRA2018發表論文
國北京參與CAADIRA2018發表論
溫志超教授104/6/14－6/18至
溫志超教授104/6/14－6/18至中國大陸吉林大
中國大陸吉林大學、中國水科
學、中國水科院北京中水科技公司及四川大學
院北京中水科技公司及四川大
進行蒐集水利及水資源等相關資訊機票款、生
學進行蒐集水利及水資源等相
活費
關資訊機票款、生活費
溫志超教授104/7/3－7/21至中
溫志超教授104/7/3－7/21至中國大陸四川大 國大陸四川大學、長安大學、
學、長安大學、吉林大學及中國水科院北京中 吉林大學及中國水科院北京中
水科技公司進行蒐集與學習水利及水資源等相 水科技公司進行蒐集與學習水
關資訊機票款、生活費及報名費
利及水資源等相關資訊機票
款、生活費及報名費
電機系林伯仁老師5/30-6/6大
電機系林伯仁老師5/30-6/6大陸武漢參加2018
陸武漢參加2018 IEEE－ICIEA
IEEE－ICIEA國際研討會與發表論文
國際研討會與發表論文
自造者中心張登文主任
自造者中心張登文主任1070126-1070129出席
1070126-1070129出席澳門
澳門 ECEI2018研討會用(實付17000元即可)
ECEI2018研討會用(實付17000
化材系林智汶教授04/20-04/28至廣西桂林出 化材系林智汶教授04/20-04/28
席國際會議
至廣西桂林出席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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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黃邦寧副教授5/22-25至香港參加
企管系，黃邦寧副教授5/22-25
2018亞太年會差旅費分攤款(T10766280046分 至香港參加2018亞太年會差旅
攤$25949)
費分攤款(T10766280046分攤
環安系張艮輝教授
環安系張艮輝教授106/10/27~29國外差旅費
106/10/27~29國外差旅費(赴鄭
(赴鄭州大學進行學術交流暨蒐集資料)
州大學進行學術交流暨蒐集資
環安系張艮輝教授106/11/23~24國外差旅費 環安系張艮輝教授
(赴廈門中國科學院城市環境研究所洽談學術 106/11/23~24國外差旅費(赴廈
交流事宜)
門中國科學院城市環境研究所
工管系，駱景堯教授5/22－5/26至香港參加亞 工管系，駱景堯教授5/22－
太年會差旅費分攤款(T10766280047分攤
5/26至香港參加亞太年會差旅
$25864)
費分攤款(T10766280047分攤
林崇熙老師1/30-2/4至中國浙
林崇熙老師1/30-2/4至中國浙江進行省設計學
江進行省設計學校學術交流與
校學術交流與文化資產調查之國外差旅費
文化資產調查之國外差旅費
技職所，支付吳婷婷副教授
技職所，支付吳婷婷副教授4/26－4/29至南京
4/26－4/29至南京師範大學參
師範大學參訪及學術演講交流差旅費
訪及學術演講交流差旅費
黃世輝1/30－2/4至中國浙江省
黃世輝1/30－2/4至中國浙江省杭州進行設計
杭州進行設計學校學術交流與
學校學術交流與文化資產調查之國外差旅費
文化資產調查之國外差旅費
工管，陳敏生老師106－375計
工管，陳敏生老師106－375計畫申請6/2－6/5
畫申請6/2－6/5至大陸清遠參
至大陸清遠參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差旅
加廣碩產學合作計畫會議之差
漢學所，支付林葉連教授4/24
漢學所，支付林葉連教授4/24－5/26至大陸青
－5/26至大陸青島參加學術研
島參加學術研討會、北京師範大學進行一個月
討會、北京師範大學進行一個
學術交流差旅費
月學術交流差旅費
資管系施東河老師107/4/19-22
資管系施東河老師107/4/19-22成都參加第三
成都參加第三屆IEEE雲計算與
屆IEEE雲計算與大數據分析國際會議（
大數據分析國際會議（ICCCBDA
ICCCBDA 2018）
2018）
前瞻學士學位學程－黃國豪副
前瞻學士學位學程－黃國豪副教授5/24－5/30
教授5/24－5/30到廣州參加國
到廣州參加國際研討會
際研討會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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