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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中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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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至 107 年 12 月 
                    

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1 專項大陸地區旅費 (3)訪問 
吳勁甫 4/3－4/7 赴中國大陸重慶市西南大學教育學部學術論文發表會學術交

流差旅費 
20.00 

2 專項大陸地區旅費 (3)訪問 
蔡文榮 4/3－4/7 赴中國大陸重慶市西南大學教育學部學術論文發表會學術交

流差旅費 
20.00 

3 招生宣導費 (9)業務洽談 程德勝教授/107.7.22－23 澳門新生入學輔導會差旅費 17.28 

4 招生宣導費 (9)業務洽談 李靜觀/107.9.19-9.24/香港校友總會教育展差旅費 54.74 

5 招生宣導費 (9)業務洽談 許添桓副教授/107.9.19－9.24/香港校友總會教育展差旅費 54.74 

6 招生宣導費 (9)業務洽談 曾喜育教授/107.10.12－10.15/澳門教育展差旅費 33.77 

7 招生宣導費 (9)業務洽談 李靜觀/107.10.12－10.15/澳門教育展差旅費 33.79 

8 招生宣導費 (9)業務洽談 李靜觀/107.11.1－11.4/香港教育展差旅費 37.88 

9 招生宣導費 (9)業務洽談 陳雪如副教授/107.11.1－11.4/香港教育展差旅費 37.08 

10 專項大陸地區旅費 (4)開會 
陳全木 9/16-23 赴大陸泰安市參加 2018 第三屆海峽兩岸動科論壇(分

攤:107S0023K $9,000) 
19.83 

11 專項大陸地區旅費 (4)開會 劉宏仁 9/16-23 赴大陸泰安市參加 2018 第三屆海峽兩岸動科論壇(分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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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攤:107S0023K $9,000) 

12 專項大陸地區旅費 (4)開會 
侯明宏 9/16-23 赴大陸泰安市參加 2018 第三屆海峽兩岸動科論壇(分

攤:107S0023K $9,000) 
19.57 

13 專項大陸地區旅費 (4)開會 
張嘉哲 9/16-23 赴大陸泰安市參加 2018 第三屆海峽兩岸動科論壇(分

攤:107S0023K $9,000) 
19.57 

14 專項大陸地區旅費 (4)開會 
李滋泰 9/16-23 赴大陸泰安市參加 2018 第三屆海峽兩岸動科論壇(分

攤:107S0023K $9,000) 
19.78 

15 專項大陸地區旅費 (4)開會 
王敏盈 9/16-23 赴大陸泰安市參加 2018 第三屆海峽兩岸動科論壇(分

攤:107S0023K $27,389) 
1.42 

16 國外旅費-三分之一額度 (3)訪問 薛富盛校長 107/12/7－12/9 中國上海差旅費 45.46 

17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王精文 (3)訪問 王精文 107/6/3-6/5大陸成都參訪亞臺青創業基地 30.06 

18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吳志

鴻 
(1)考察 吳志鴻 1078/6-13 大陸長春 2018 年台灣青年學者吉林運動醫療參訪 37.29 

19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謝廣

文 
(1)考察 

助理教授蔡燿全 107/09/02－08 參與中華農機學會上海江蘇浙江農機產、

學、研參訪考察。 
44.30 

20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黃智

          
(3)訪問 

黃智 國外差旅－訪問華中科大(107/8/5－7)/參加 2018 年高分子液晶態與

超分子有序結構學術研討會(107/8/7－10)(支出分攤計畫 105B1274 金額

54,425 元-B1074051365) 

10.46 

21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謝廣

文 
(1)考察 

謝廣文 107/9/2-8 應邀參加中華農業機械學會上海江蘇浙江農機產學研參、

學、研參訪考察(9/2~9/8) 
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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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22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黃智

          
(3)訪問 黃智 107/10/21－25 赴中國武漢/湖北大學訪問 28.39 

23 

校友中心-供校內教師赴港和香

港校友及大學進行合作交流-受

贈收入 

(3)訪問 賈凡 11/8-11 香港旅費-代理校友中心主任參加香港校友會活動 21.82 

24 化學工程學系管理費� (3)訪問 李榮和 5/4-5/9 成都訪問重慶大學與四川大學、邀請演講兩場 45.66 

25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3)訪問 
張照勤 10/25-10/27受邀參加本校姐妹校蒙古國立生命科學大學 60周年校慶

活動(蒙古烏蘭巴托) 
50.50 

26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費 (7)研究 王精文 7/13-7/16 至南京大學學術交流及參訪創業空間南京據點 30.35 

27 資訊管理學系管理費 (7)研究 
林詠章 9/10-9/15 常德市互聯網協會技術研討、德集水水務有限公司、南世聯

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34.60 

28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3)訪問 
周濟眾 11/10-11/11參加創校 99 週年校慶大會暨香港校友會成立 56 週年聯

誼 
19.75 

29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3)訪問 
吳秋賢 11/17-11/22赴大陸廣州參加 201 海峽兩岸大學生科技文化交流活動

交通費及保險費 
9.63 

30 社管院行政作業費分配財金系 (1)考察 楊東曉 107/9/3-7 至中國昆山「企業營運實務研討」課程參訪差旅費 24.92 

31 高階經理人-碩專班 (3)訪問 陳雪如 9/13－9/17 前往中國杭州進行企業參訪－會資組 34.59 

32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詹永寬-12/7－12/9 前往上海參加大陸校友會成立活動 31.58 

33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沈宗 (4)開會 沈宗荏107/7/8－7/15赴中國大陸鄭州河南財經法政大學參加2018海峽兩岸 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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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荏 應用統計學術研討會(支出分攤計畫 106RA121D金額 20,000 元及計畫

106B1072 金額 18,007 元) 

34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林寬鋸 (4)開會 
"林寬鋸 107.06.21~107.06.24 至澳門參加第 14 屆海峽兩岸奈米科學與技術

研討會(單據正本已送中研院核銷)" 
25.40 

35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林幸

助 
(4)開會 

"林幸助老師參加 2018 亞洲濕地大會年會(107/8/15－19)及第八屆海峽兩岸

環境與生態會議武夷論壇(107/8/19－23)(正本單據全寄國立中山大學分攤報

支 12,500 元)" 

58.31 

36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袁鶴

齡 
(4)開會 袁鶴齡 107.6.23－26 大陸北京研討會差旅費 37.54 

37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賴聰

賢 
(4)開會 

賴聰賢 107/9/2－9/8至中國上海出席 ICMBE2018國際研討會(支出分攤計畫

106RA121D金額 20,000 元) 
67.95 

38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梁福

鎮 
(4)開會 梁福鎮教授 10/19－10/22 赴大陸西安參加學術研討會 34.56 

39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袁鶴

齡 
(4)開會 袁鶴齡 107.10.21－24 出國差旅費(參與廣西南寧桂台經貿交流論壇) 28.77 

40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壽克堅 (4)開會 壽克堅 107/11/4 至香港參加第十六屆世界都市地下空間研究研討會 10.34 

41 材料系-受贈收入 (4)開會 
武東星 107.05/29－06/05 大陸旅費-出席薄膜交叉學科國際學術研討會、西

南大學會議 
58.62 

42 食生系-受贈收入 (4)開會 

顏國欽 107/08/29－107/09/01 西安旅費-參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8 兩

岸三地食品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分

攤:B1072100765.L1072100037)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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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43 食生系-受贈收入 (4)開會 

劉沛棻 107/08/29－107/09/03 西安旅費-參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8 兩

岸三地食品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生活費(分

攤:L1072100040.R1072100113) 

4.09 

44 食生系-受贈收入 (4)開會 

江伯源 107/08/29－107/09/03 西安旅費-參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8 兩

岸三地食品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生活費(分

攤:B1072100767.L1072100039.R1072100112) 

0.54 

45 食生系-受贈收入 (4)開會 
胡淼琳 107/08/29－107/09/03 西安旅費-參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8 兩

岸三地食品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機票費/註冊費/住宿費 
24.53 

46 
生科院-童綜合醫院合作-受贈

收入 
(9)業務洽談 

林舜翔 9/16-23 中國旅費-青島中國海大洽談簽署院級 MOU、2018 第三屆海

峽兩岸動物生物科技論壇行政工作 
28.86 

47 
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受

贈收入 
(4)開會 

侯明宏老師 107年 10月 25－28日赴中國重慶出席"第十二屆會員代表大會暨

2018 年全國學術會議"之機票費及交易手續費(分

攤:106B1161-B1075060329) 

12.61 

48 材料系-受贈收入 (4)開會 武東星 107.11/4~11/6 大陸鄭州差旅費 40.63 

49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4)開會 
蔣恩沛 107/08/29－107/09/03 參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8 兩岸三地食品

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住宿費/註冊費 
23.63 

50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4)開會 
林金源 107/08/29－107/09/03 參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8 兩岸三地食品

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註冊費 
4.54 

51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4)開會 
劉沛棻 107/08/29－107/09/03 參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8 兩岸三地食品

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住宿費/註冊費 
4.54 

52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4)開會 顏國欽 107/08/29－107/09/03 參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8 兩岸三地食品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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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住宿費/註冊費 

53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4)開會 
江伯源 107/08/29－107/09/03 參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8 兩岸三地食品

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住宿費/註冊費 
8.09 

54 生物醫學研究所管理費 (4)開會 
林季千澳門參加 107/9/21－107/9/24 第四屆世界華人暨第八屆海峽兩岸暨

港澳地區自由基生物學與自由基醫學學術大會國際會議(含機票與註冊費) 
28.80 

55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管理費 (4)開會 

柳婉郁副院長：10/23－10/25 天津參與「第十九屆海峽兩岸繼續教育論壇」

報告討論與行政業務辦理費用。(10/23 起程、10/24 參與論壇、10/25 論壇

及回程)。 

18.86 

56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原社管院) (3)訪問 王建富-11/16－11/19前往上海參加「海峽兩岸併購金融與管理論壇」活動 38.42 

57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原社管院) (7)研究 武為棣-11/16－11/19前往上海參加「海峽兩岸併購金融與管理論壇」活動 38.42 

58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原社管院) (7)研究 紀信義 11/16－11/19前往上海參加「海峽兩岸併購金融與管理論壇」活動 36.72 

59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原社管院) (7)研究 蘇迺惠-11/16－11/19前往上海參加「海峽兩岸併購金融與管理論壇」活動 36.72 

60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原社管院) (7)研究 楊東曉-11/16－11/19前往上海參加「海峽兩岸併購金融與管理論壇」活動 36.72 

61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原社管院) (7)研究 卓信佑-11/16－11/20前往上海參加「海峽兩岸併購金融與管理論壇」活動 39.32 

62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原社管院) (7)研究 詹永寬-11/16－11/19前往上海參加「海峽兩岸併購金融與管理論壇」活動 36.39 

63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原社管院) (7)研究 林明宏-11/16－11/19前往上海參加「海峽兩岸併購金融與管理論壇」活動 36.72 

64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原社管院) (7)研究 黃瑞庭 11/16-11/19前往上海參加「海峽兩岸併購金融與管理論壇」活動 36.07 

65 

受贈收入-提撥 5%至校友聯絡

中心(97/3/17 校務基金管委會

議通過) 

(3)訪問 施因澤 12/7-9 上海旅費-大陸上海華東校友會成立大會 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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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66 社管院行政作業費分配財金系 (3)訪問 葉仕國教授 107/7/7-17 暑期帶隊前往中國台州參加銀行實習活動 11.12 

67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3)訪問 楊東曉 6/23－6/25 前往上海辦理招生座談會 31.92 

68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許志義 6/22－6/24 前往上海教授[資訊科技與競爭優勢]課程 30.40 

69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葉仕國 6/8－6/15 前往上海教授[金融創新與企業風險控管]課程 41.66 

70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葉仕國 6/22－6/27 前往上海教授[金融創新與企業風險控管]課程 37.85 

71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4)開會 詹永寬 7/20－7/22 前往上海辦理 107 學年度台商組新生口試活動 33.17 

72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4)開會 林明宏 7/20－7/22 前往上海辦理 107 學年度台商組新生口試活動 33.82 

73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4)開會 卓信佑 7/20－7/22 前往上海辦理 107 學年度台商組新生口試活動 33.82 

74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4)開會 陳語蕎 7/20－7/22 前往上海辦理 107 學年度台商組新生口試活動 33.82 

75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4)開會 楊東曉 7/20－7/22 前往上海辦理 107 學年度台商組新生口試活動 33.82 

76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4)開會 紀信義 7/20－7/23 前往上海辦理 107 學年度台商組新生口試活動 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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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班 

77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袁鶴齡 7/6－7/9 前往上海教授[危機管理與商務談判]課程 40.23 

78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袁鶴齡 7/27－7/30 前往上海教授[危機管理與商務談判]課程 40.59 

79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許志義 8/10~8/12 前往上海教授[資訊科技與競爭優勢]課程-交通、住宿、保

險費 
16.95 

80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許志義 8/24~8/26 前往上海教授[資訊科技與競爭優勢]課程-交通、住宿、保

險費 
17.35 

81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楊東曉 9/8－9/10 前往上海教授[國際金融與投資]課程 38.57 

82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卓信佑 9/7－9/9 前往上海教授[消費者行為與顧客關係管理]課程 31.92 

83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卓信佑 9/14－9/17 前往上海教授[消費者行為與顧客關係管理]課程 40.06 

84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董澍琦 9/14－9/17 前往上海教授[國際金融與投資]課程 42.44 

85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喬友慶 10/12－10/15前往上海教授[全球動態競爭策略]課程 40.96 

86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3)訪問 董澍琦 10/27－29 前往上海參加兩岸台商組迎新活動 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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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班 

87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喬友慶 10/26－10/29前往上海教授[全球動態競爭策略]課程 41.64 

88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蔡明志 11/2－11/5 前往上海教授[行銷策略與市場分析]課程 37.41 

89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蔡明志 11/16－11/19前往上海教授[行銷策略與市場分析]課程 36.15 

90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張瑞當 11/16－11/18前往上海教授[兩岸稅務與法律個案專題]課程 35.05 

91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楊東曉 12/7－12/9 前往上海參加大陸校友會成立活動 32.36 

92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余宗龍 12/7－12/9 前往上海參加大陸校友會成立活動 33.91 

93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林金賢 12/7－12/10前往上海教授[營運管理與經營決策分析]課程 40.53 

94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

班 
(7)研究 林金賢 12/21－12/24前往上海教授[營運管理與經營決策分析]課程 40.22 

95 
價創計畫：智慧機械之線上量測

儀器與資訊智慧整合開發 
(9)業務洽談 

王宥 107/6/24-7/2 赴大陸北京中國國際機床工具展覽會(CIMES)參展

6/24~7/2 
45.97 

96 價創計畫：智慧機械之線上量測 (9)業務洽談 張瑞吟 107/6/24-107/7/2 至北京中國國際機床工具展覽會(CIMES)參展 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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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儀器與資訊智慧整合開發 6/24~7/2 

97 
價創計畫：智慧機械之線上量測

儀器與資訊智慧整合開發 
(9)業務洽談 

蔡佳融 107/6/28-7/2至大陸北京中國國際機床工具展覽會(CIMES)參展

6/28~7/2 
25.23 

98 
價創計畫：智慧機械之線上量測

儀器與資訊智慧整合開發 
(9)業務洽談 陳由瑄 107/6/24-6/28 赴大陸北京中國國際機床工具展覽會(CIMES)參展 47.28 

99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新農業國際

產學聯盟計畫 I 
(3)訪問 

洪居萬 107年 7月 16－20日赴中國湖北荊門等參訪昕泰及聯盟推廣事宜國外

差旅費 
47.12 

100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新農業國際

產學聯盟計畫 I 
(1)考察 

程子綺 107年 7月 15－20日赴中國澳門及珠海參訪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等

地國外差旅費 
43.80 

101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新農業國際

產學聯盟計畫 I 
(1)考察 

林詠凱 107年 7月 16－19日赴中國湖北荊門等參訪昕泰及聯盟推廣事宜國外

差旅費 
47.34 

102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新農業國際

產學聯盟計畫 I 
(1)考察 

呂姿青 107年 7月 15－20日赴中國澳門及珠海參訪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等

地國外差旅費 
44.10 

103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新農業國際

產學聯盟計畫 I 
(1)考察 

李宗儒 107年 7月 15－20日赴中國澳門及珠海參訪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等

地國外差旅費 
44.12 

104 
價創計畫：智慧機械之線上量測

儀器與資訊智慧整合開發 
(9)業務洽談 

陳由瑄 107/7/24-7/26 到福建泉州客戶端(嘉泰數控)做產品機台安裝測試

7/24－7/26(核定參訪差旅費內勻支) 
20.72 

105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新農業國際

產學聯盟計畫 I 
(1)考察 

劉建德 107年 7月 15－20日赴中國澳門及珠海參訪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等

地國外差旅費 
44.32 

106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新農業國際 (1)考察 曾筱晴 107年 7月 15－20日赴中國澳門及珠海參訪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等 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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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產學聯盟計畫 I 地國外差旅費 

107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新農業國際

產學聯盟計畫 I 
(1)考察 

徐新宏 107年 7月 16－19日赴中國湖北荊門等參訪昕泰及聯盟推廣事宜國外

差旅費 
47.34 

108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新農業國際

產學聯盟計畫 I 
(1)考察 李文熙 107 年 7 月 12-21 日赴香港澳門等參訪創業基地等國外差旅費 89.83 

109 
價創計畫：智慧機械之線上量測

儀器與資訊智慧整合開發 
(9)業務洽談 

劉建宏 107/9/9-9/11至 CMPE2018中國手機加工產業鏈展覽 東菀厚街 9月

10~12 日 
21.92 

110 
價創計畫：智慧機械之線上量測

儀器與資訊智慧整合開發 
(9)業務洽談 

(彈性支用 825 元)王宥 107/9/9-9/12 赴大陸東菀參展 CMPE2018 中國手機

加工鏈展覽會 
27.95 

111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新農業國際

產學聯盟計畫 I 
(1)考察 

徐新宏107/10/31-11/2至武漢洽談產學合作技轉及拜訪武漢國家級科技企業

孵化器等機構 
27.00 

112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新農業國際

產學聯盟計畫 I 
(1)考察 徐新宏 107/10/11-13至大陸南昌拜訪新瑞丰公司 10.55 

113 
價創計畫：智慧機械之線上量測

儀器與資訊智慧整合開發 
(3)訪問 

陳由瑄 107/11/26-29至深圳拜訪客戶並做產品推廣，同時至東莞參加 2018

模具展及開發客戶 
30.88 

114 
價創計畫：智慧機械之線上量測

儀器與資訊智慧整合開發 
 

支出科目轉正-陳由瑄 107/9/9-9/12赴大陸東菀參展 CMPE2018中國手機加

工鏈展覽會 9/9~9/12 
26.92 

115 

機械系陳政雄對外服務收入-工

具機相關技術驗證及應用服務

(1070202文號 1071900036簽

准由單位變更為個人對外服務

(1)考察 
章宏道 107/7/3－7/6赴大陸深圳、東芫拜訪潛在客戶、討論超音波加工技術

與合作商機。(檢附出國報告) 
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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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收入) 

116 
工具機主軸虛實整合模型建構

研究 
(3)訪問 邱顯俊 7/5-7 至大陸上海工廠參訪旅費(計畫委託單位不需出國報告書) 34.05 

117 

水生動物現場使用消毒劑及益

生菌效果評估計畫(凱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1)考察 謝嘉裕助理教授 107/8/21－107/8/26 赴日本東京及大大陸廣州參訪差旅費 15.75 

118 材料系汪俊延-對外服務收入 (3)訪問 
汪俊延教授 9/5-9/7 前往中國天津京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研究參訪差旅

費 
27.69 

119 
全自動細胞培養系統軟體開發

(真善美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3)訪問 張延任 107/10/13-15大陸上海參訪討論 48.06 

120 
工學院金屬研發中心吳威德-對

外服務收入 
(1)考察 吳威德 12/4-12/6 上海大學應力考察訪問旅費 32.56 

121 
延伸的偏斜 t混合共同因子分析

器 
(4)開會 

林宗儀 107/6/17-21赴香港參加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etrics and Statistics(EcoSta 2018)會議並發表論文(分攤

106RA121D-R201813) 

27.34 

122 檔案時代的文學書寫 (4)開會 
李育霖107/05/29-06/01赴中國香港參與香港科技大學"華語文學世界中的科

幻文學"研討會差旅費 
3.23 

123 
向量值函數空間之間等距算子

的結構研究 
(4)開會 

王雅書 107/7/15－7/18 赴中國大陸上海大學參加 2018 Workshop on 

Matrices and Operators (MAO2018) 
13.97 

124 
適應性同時雙向無線電能及資

料傳輸控制 
(4)開會 高嘉璟 107/05/30－06/06 至中國武漢參加 2018ICIEA 國際研討會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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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125 Shannon 熵指標之摺刀估計法 (4)開會 

沈宗荏107/7/8－7/15赴中國大陸鄭州河南財經法政大學參加2018海峽兩岸

應用統計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分攤 106RA121D-R1073060002;20000

元,GP03245-C1073060003;28189 元) 

18.01 

126 
強韌先進高熵合金之設計與開

發(1/3) 
(4)開會 蔡銘洪 107/06/24-06/28 至中國香港參加 Nano2018 會議差旅費 75.44 

127 
應用區塊鏈於數位證據保全之

研究(1/3) 
(4)開會 林詠章 107/5/10-13至中國北京參加 DEFCON 駭客年會並發表論文 33.34 

128 

AI於智慧機台系統開發：Arvis

專業助理、機台預診與精度維持

(1/4) 

(4)開會 李慶鴻 107/07/13－107/07/18 赴中國成都市參加 ICMLC2018 會議差旅費 57.43 

129 

利用大腸桿菌素 colicin Ib 防治

療離乳豬的大腸桿菌症的研究

(3/3) 

(4)開會 
陳建華 107/6/26-6/29 赴大陸杭州參加應用生物化學與生物技術國際研討會

(ABB2018) 
47.76 

130 

解析 Tanshinone I之抗大腸癌

效應、機制暨轉譯應用：大腸癌

生成因子 WNT/Beta-Catenin

與 STAT3 訊息路徑在其中扮演

的角色(2) 

(4)開會 張嘉哲 107/07/03-11至中國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參與研討會專題演講 94.17 

131 
適應性同時雙向無線電能及資

料傳輸控制 
 

林俊良墊付 國際研討會註冊費(專簽) 高嘉璟 107/05/30－06/06至中國武漢

參加 2018ICIEA 國際研討會 
23.33 

132 複合式災害現場試驗監測與資 (6)進修 共同主持人-建國科技大學彭思顯副教授 107/7/21－24 至中國上海參加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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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料開放整合-總計畫暨子計畫:堰

塞湖潰決機制及複合式土砂災

害對野溪演變之影響(II) 

MSAM2018 會議並發表論文 

133 
高溼潤性與分散性膜電極材料

之製程與應用研究 
(4)開會 

"蔡篤承 107/7/16－22 至中國大陸深圳市參加 2018 年國際薄膜會議

(ThinFilms2018)並發表研究成果 
" 

134 

具介面修飾功能之低能隙共軛

高分子合成及其在反式太陽能

電池之應用研究 

(4)開會 
郭大緯 107/06/24-06/28 赴中國香港出席第十四屆奈米材料結構國際研討會

差旅費(分攤:106RA121D-R202119 $10,000) 
22.90 

135 

穩健設計研究：對於錯誤模型穩

健之裂區設計 及 模型不確定

性之高效率穩健投影設計 

(4)開會 
林長鋆 107/6/18－6/22 赴中國香港參加 EcoSta 2018 會議(分

攤:106RA121D-R202117$18,042) 
40.07 

136 

結構智能監測診斷與減振系統

之研發與效能驗證-總計畫暨子

計畫:瞬時相位差於調諧質量阻

尼器減振效能驗證與監測之應

用(III) 

(4)開會 林其璋 107.7.20－29 赴大陸青島參加 7WCSCM 國際研討會 53.53 

137 
隱含在選擇權市場的信用風險

資訊與股票報酬率 
(4)開會 

林月能 107/6/20－24赴中國廣州參加 CCPF學術國際會議、上台報告並評論

學術論文 
65.23 

138 
以偏振特性進行光譜控制之研

究與應用 
(4)開會 韓斌 107/7/25-28 至中國廈門出席 HOIC2018 學術年會並擔任講者 34.12 

139 具遺失訊息下混合因子分析模 (4)開會 林宗儀 107/08/11－16 至中國廣西參加「Advances in Finite Mixture and 46.62 



15 
 

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式之自動學習 Other Non－regular Models」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演說。 

140 
基於社區問答技術之圖書館

FAQ問答系統 
(4)開會 

郭俊桔107/07/06-09赴中國南京參加第十四屆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論

文發表等 
31.76 

141 
流行品牌社群媒體行銷與績效

之研究 
(7)研究 

吳志文 107/8/23-8/26 赴香港參與 ICSSE國際會議與發表論文(會期：8/24－

25) 
51.90 

142 
郡縣、族群與宗教——從里耶秦

簡探索秦始皇的天下秩序 
(4)開會 

游逸飛 107/8/17-8/20 赴大陸廣州國際會議(文字、文獻與文明－－第七屆出

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 
13.78 

143 
107 年度補助教授出席國際學

術會議差旅費 
(4)開會 

程德勝 107/7/6-7/9赴大陸上海參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國際會議(BIBE2018) 
32.00 

144 

地震區山地災害鏈演化動力學

及監測預警系統 (建構巨災情

境分析與災害管理之關鍵技術

研究)(兩岸合作研究)(1/2) 

(7)研究 
馮正一 107/08/31－09/07 赴大陸四川成都進行移地研究、兩岸災防合作期中

會議、成都理工大學、重慶大學學術演講差旅費 
5.50 

145 

研究具有大量失諧的大面積面

射型雷射之物理特性與 選擇性

回饋所產生之物理現象 

(4)開會 余彥廷 107/09/12-16赴中國廈門參加第二屆量子光電研討會，進行專題演講 51.45 

146 
107.8.29-8.31-2018 年兩岸三

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討會 
(4)開會 

蔣恩沛 107/08/29－107/09/03 赴大陸陝西省咸陽市楊陵區-西北農林科技大

學「2018 兩岸三地食品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分攤

107L001A-L1072100038) 

0.90 

147 
107.8.29-8.31-2018 年兩岸三

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討會 
(4)開會 

巫定亞 107/08/29－107/09/03 赴大陸陝西省咸陽市楊陵區-西北農林科技大

學「2018 兩岸三地食品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註冊費(分攤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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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7L001A-L200568) 

148 
107.8.29-8.31-2018 年兩岸三

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討會 
(4)開會 

蘇雅麗 107/08/29－107/09/03 赴大陸陝西省咸陽市楊陵區-西北農林科技大

學「2018 兩岸三地食品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註冊費(分攤

107H2100-H200301) 

18.17 

149 
107.8.29-8.31-2018 年兩岸三

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討會 
(4)開會 

李順彬 107/08/29－107/09/03 赴大陸陝西省咸陽市楊陵區-西北農林科技大

學「2018 兩岸三地食品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註冊費(分攤

107H2100-H200302) 

18.17 

150 
107.8.29-8.31-2018 年兩岸三

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討會 
(4)開會 

林金源 107/08/29－107/09/03 赴大陸陝西省咸陽市楊陵區-西北農林科技大

學「2018 兩岸三地食品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住宿費(分攤

107RA052-R1072100111,107L001A-L1072100036) 

4.09 

151 
107.8.29-8.31-2018 年兩岸三

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討會 
(4)開會 

江伯源 107/08/29－107/09/03 赴大陸陝西省咸陽市楊陵區-西北農林科技大

學「2018 兩岸三地食品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分攤

107RA052-R1072100112,107L001A-L1072100039,107H2100-H200308) 

7.70 

152 
107.8.29-8.31-2018 年兩岸三

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討會 
(4)開會 

顏國欽 107/08/29－107/09/03 赴大陸陝西省咸陽市楊陵區-西北農林科技大

學「2018 兩岸三地食品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住宿費(分攤

107L001A-L200581,107H2100-H200304) 

16.92 

153 
107.8.29-8.31-2018 年兩岸三

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討會 
(4)開會 

翁銘泓 107/08/29－107/09/03 赴大陸陝西省咸陽市楊陵區-西北農林科技大

學「2018 兩岸三地食品安全暨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分攤

107L001A-L200579,107H2100-H200303) 

15.90 

154 
價創計畫：智慧機械之線上量測

儀器與資訊智慧整合開發 
(9)業務洽談 

陳由瑄 107/9/9-9/12赴大陸東菀參展 CMPE2018 中國手機加工鏈展覽會

9/9~9/12 
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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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155 
出場與發聲：民國詩話在社會結

構變易下的媒體位移現象 
(4)開會 

林淑貞 107/08/19-08/22 至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參加唐代文學國際會議、

107/08/23-08/25 上海圖書館移地研究差旅費 
44.04 

156 

地震區山地災害鏈演化動力學

及監測預警系統 (建構巨災情

境分析與災害管理之關鍵技術

研究)(兩岸合作研究)(1/2) 

(4)開會 
吳俊毅107/9/02－9/07赴四川成都參加兩岸防災減災聯合資助研發項目中期

進展研討會，並至成都理工大學專題演講差旅費 
41.30 

157 
一個高效能的物聯網邊緣伺服

器設置系統之設計與實作 
(4)開會 

蔡崇煒 107/08/17-24赴中國西安參加 IEEE_SmartIOT_2018 擔任

Publication Chair 
30.72 

158 
探索新穎二維電子元件：從撕貼

鑑定到異質介面電子元件開發 
(4)開會 林彥甫 107/08/27-08/31 至中國南京參加 AFM 2018 國際會議差旅費 78.37 

159 

黑色素異常累積與癌化:由細胞

凋亡.細胞自噬及抑制癌症轉移

機制治療黑色素瘤(II)(3/3) 

(4)開會 王惠民 107/7/10-17至中國北京出席兩岸生物技術科學文化交流營進行演講 51.89 

160 蜜蜂益生菌開發 (4)開會 
吳明城 107/09/14－09/17 赴中國大陸西安出席第十二屆海峽兩岸蜜蜂與蜂

產品研討會國外差旅費 
17.38 

161 

發展臨場電化學檢測電催化材

料程序輔助設計高活性及高耐

受性電催化劑 

(4)開會 
黃景帆 107/10/12-10/15 赴中國上海出席第十屆海峽兩岸分析化學學術會議

學術演講(與中山大學分攤 10,380 元) 
27.45 

162 

以高效率氮氧起始劑精準合成

嵌段共聚物應用於增韌奈米複

材 

(4)開會 
黃智 107/08/07-08/11 赴中國青島參加 2018 年高分子液晶態與超分子有

序結構學術研討會國外差旅費(分攤:GP03917 C1074050043 $10,455) 
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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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163 
整合記憶體快取和固態硬碟快

取的 I/O子系統 
(4)開會 

張軒彬 107/10/06-10/12 赴中國廣州參加第十五屆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and Trusted Computing國際研討會 
61.76 

164 
往何處去?強權競爭下的中間地

帶國家及其安全策略選擇 
(4)開會 楊三億 107/10/22-10/26 赴大陸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參加兩岸歐盟論壇 13.48 

165 
探索新穎二維電子元件：從撕貼

鑑定到異質介面電子元件開發 
(4)開會 

林彥甫 107/10/22-10/24 赴中國桂林參加 RPGR2018 會議差旅費(分

攤:106RA121D R1073030025 $20,000) 
7.69 

166 

核酸結合化合物與含錯誤鹼基

配對核酸結構作用之生物物理

化學研究及其衍生性之相關檢

測試劑和藥物之開發 

(4)開會 

侯明宏 107 年 10 月 25－28 日赴中國重慶出席"第十二屆會員代表大會暨

2018 年全國學術會議"之生活費及保險費(分攤

107H5060-H1075060018;18791 元) 

18.79 

167 
猴頭菇菌絲體生產猴頭素 A 製

程之開發 
(4)開會 劉永銓 107/11/10-11/14 赴大陸南京參加大陸南京 iBioN2018 會議 39.40 

168 

澳洲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的族鄉/

原鄉想像：以賴特《卡彭塔利亞

灣》為探討對象 

(4)開會 
阮秀莉 107/11/02－11/06 至中國廣州參加第八屆海峽兩岸(粵台)生態文學研

討會(11/05 廣州移地研究) 
28.70 

169 能量泵浦在固碳的使用 (4)開會 李思禹 107/11/10-12至南京參加 i-BioN2018 國際會議 27.88 

170 
應用區塊鏈於數位證據保全之

研究(1/3) 
 

轉正會計科目-林詠章 107/5/10-13 至中國北京參加 DEFCON 駭客年會應列

為移地研究誤列為發表論文(原傳票#B210008) 
-33.34 

171 
價創計畫：智慧機械之線上量測

儀器與資訊智慧整合開發 
 

支出科目轉正-陳由瑄 107/9/9-9/12赴大陸東菀參展 CMPE2018中國手機加

工鏈展覽會 9/9~9/12 
-26.92 

172 奈米科技中心-對外服務收入 (3)訪問 葉鎮宇 7/13-7/18內蒙、北京出席 2018年兩岸生物技術科學文化交流排程(北 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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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京化工大學)-出國報告留存單位 

173 
高溫灰混合物高壓混凝土磚製

作研究(永成環科股份有限公司) 
(4)開會 陳豪吉老師 107/8/9－8/13 香港國際研討會 47.23 

174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JCU 

CORPORATION-Metallization 

Technologies for Micro- and 

Nano-Feature Fabrication 

(4)開會 竇維平 於 107/8/7－8/11 受邀參加上海 ICEPT 國際會議擔任演講者 49.24 

175 
克凡派(Chlorfenapyr)對台灣白

蟻藥效測試(東協環保有限公司) 
(4)開會 李後鋒(107/9/27－9/29)中國深圳參與2018 Faopma－Pest_Summit研討會 23.83 

176 
高溫灰混合物高壓混凝土磚製

作研究(永成環科股份有限公司) 
(4)開會 陳豪吉老師 107/10/24－27 福建泉州參加第 7 屆海峽兩岸輕骨料研討會 34.97 

177 
廢棄物再利用於高壓混凝土地

磚之檢測分析(健源有限公司) 
(4)開會 

陳豪吉老師 107/11/16－19 中國珠海參加第 8 屆海峽兩岸輕骨料研討會組織

會 
23.77 

178 
昆蟲系杜武俊防蚊效能測試-對

外服務收入 
(4)開會 

杜武俊 107 年 9/14－17 西安參加 2018 第 12 屆海峽兩岸蜜蜂與蜂產品研討

會差旅費 
26.64 

179 
昆蟲系杜武俊防蚊效能測試-對

外服務收入 
(4)開會 

鄭采玄 107年 9/14－17西安參加 2018第十二屆海峽兩岸蜜蜂與蜂產品研討

會差旅費 
22.01 

180 

競爭者辨識之前因與後果之探

討：台灣製造供應商於新興市場

之檢視 

(7)研究 喬友慶 107/08/1-5 赴中國上海進行科技部計畫移地研究 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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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181 

競爭者辨識之前因與後果之探

討：台灣製造供應商於新興市場

之檢視 

(7)研究 博士生研究助理－林鈞鏗 107/08/1-5 赴中國上海進行科技部計畫移地研究 11.60 

182 台灣蟹類誌 (方蟹總科) (7)研究 
徐培議 107/07/25-08/03 赴中國浙江省寧波、舟山、福建省霞浦、平潭、廈

門採集及移地研究差旅費 
61.21 

183 
郡縣、族群與宗教——從里耶秦

簡探索秦始皇的天下秩序 
(7)研究 

游逸飛 107/7/14-7/19 赴大陸武漢移地研究(海峽兩岸考古教學交流基地首屆

夏令營活動，主題為“長江中游文明進程”) 
25.09 

184 

地震區山地災害鏈演化動力學

及監測預警系統 (建構巨災情

境分析與災害管理之關鍵技術

研究)(兩岸合作研究)(1/2) 

(7)研究 
許修銓 107/08/05－08/14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汶川縣、松潘縣、九寨溝縣、

平武縣、都江堰市、山地所移地研究差旅費 
38.86 

185 

地震區山地災害鏈演化動力學

及監測預警系統 (建構巨災情

境分析與災害管理之關鍵技術

研究)(兩岸合作研究)(1/2) 

(7)研究 
吳俊毅 107/08/05－08/19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汶川縣、松潘縣、九寨溝縣、

平武縣、都江堰市移地研究差旅費 
60.49 

186 
向量值函數空間之間等距算子

的結構研究 
(3)訪問 

王雅書 107/8/17－26赴中國大陸天津(8/17南開大學訪問)8/18-8/24進行移

地研究 
35.98 

187 

地震區山地災害鏈演化動力學

及監測預警系統 (建構巨災情

境分析與災害管理之關鍵技術

研究)(兩岸合作研究)(1/2) 

(7)研究 
馮正一 107/08/31－09/07 赴大陸四川成都進行移地研究、兩岸災防合作期中

會議、成都理工大學、重慶大學學術演講差旅費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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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188 
出場與發聲：民國詩話在社會結

構變易下的媒體位移現象 
(4)開會 

林淑貞 107/08/19-08/22 至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參加唐代文學國際會議、

107/08/23-08/25 上海圖書館移地研究差旅費 
2.81 

189 
無血清萬能幹細胞 3D培養系統

與服務 
(7)研究 蘇鴻麟 107/9/11-15至中國上海、昆明等移地研究 47.01 

190 

澳洲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的族鄉/

原鄉想像：以賴特《卡彭塔利亞

灣》為探討對象 

(4)開會 
阮秀莉 107/11/02－11/06 至中國廣州參加第八屆海峽兩岸(粵台)生態文學研

討會(11/05 廣州移地研究) 
5.88 

191 

《世說新語》物質用器考疏兼疑

義疏通---以六朝出土文物為佐

證 

(1)考察 尤雅姿 107/11/01-10至中國甘肅省移地研究，考察文物 58.13 

192 台灣蟹類誌 (方蟹總科)  
沖付施習德借支－施習德 107/07/25-08/03中國浙江寧波、舟山、廣東霞浦、

平潭、廈門採集及移地研究國外旅費 
59.70 

193 
應用區塊鏈於數位證據保全之

研究(1/3) 
 

轉正會計科目-林詠章 107/5/10-13 至中國北京參加 DEFCON 駭客年會應列

為移地研究誤列為發表論文(原傳票#B210008) 
33.34 

194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第三期 
(9)業務洽談 

陳家彬老師 05/25－05/28 上海旅費-2018『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研

習班』課程報告討論與行政業務辦理費用。(05/25 起程、05/26－27 參訪、

05/28)。依 05/24 美金匯率 29.97 計算 

40.64 

195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第三期 
(9)業務洽談 

陳家彬老師 06/22－06/25 上海旅費-2018『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研

習班』企業參訪與拜訪廠商。(06/22 起程、06/23 參訪、06/24 拜訪廠商、

06/25)。依 06/21 美金匯率 30.335 計算 

39.12 

196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9)業務洽談 陳家彬老師 07/12－07/17 上海旅費-2018『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研 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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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研習班第三期 習班』課程報告討論與行政業務辦理費用。(07/12 起程、07/14－15 課程、

7/17 回程)。依 07/11美金匯率 30.515 計算 

197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第三期 
(9)業務洽談 

劉必榮老師 7/13-16 上海旅費：2018 年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研習班

授課費用。(07/13 起程、07/14 個人行程、07/15 課程、07/16 回程)。依 07/12

人民幣匯率 4.594 計算 

19.07 

198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第三期 
(9)業務洽談 

蘇迺惠老師 7/13-15 上海旅費：2018 年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研習班

授課費用。(07/13 起程、07/14 課程、07/15 回程)。依 07/12 美金匯率 30.58

計算 

30.92 

199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第三期 
(9)業務洽談 

鄭菲菲老師 08/24－08/26 上海差旅費-2018『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課程報告討論與行政業務辦理費用。(08/24 起程、08/25 課程、08/26

課程與回程)。依 08/23 美金匯率 30.83 計算 

32.64 

200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第三期 
(9)業務洽談 

周庭銳老師 10/26－10/29 上海旅費-2018『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研

習班』課程報告討論與行政業務辦理費用。(10/26 起程、10/27－28 課程、

10/29 回程)。依 10/25 人民幣匯率 4.478 計算。 

17.83 

201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第三期 
(9)業務洽談 

陳家彬老師 10/25－10/29 上海旅費-2018『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研

習班』課程報告討論與行政業務辦理費用。(10/25 起程、10/26 課前準備、

10/27 課程、10/28 課程急結訓、10/29 回程)。依 10/24 美金匯率 30.99 計

算。 

48.88 

202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第三期 
(9)業務洽談 

陳家彬老師 12/16－12/20 上海旅費-2018『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研

習班』課程講座與企業參訪費用。(12/16 起程、12/17 講座、12/18－19 企

業參訪、12/20 回程)。依 12/14 美金匯率 30.905 計算 

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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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合       計   6,526.67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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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