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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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01 月  至 108 年 06 月 
              

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1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陳志銘 (3)訪問 陳志銘 108/02/17-108/02/19 參訪香港大學暨研究合作案討論 34.47 

2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李茂榮 (4)開會 李茂榮 107/11/23-26 參加廣州 2018 年中國質譜學術大會 27.77 

3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李茂榮 
(4)開會 

李茂榮 107/12/11-19 大陸長春.廣州參加 1.IJMS 紀念專刊學術研

討會 2.第四屆海峽兩岸環境分析化學學術研討會 

89.74 

4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袁鶴齡 
  

袁鶴齡 107.12.2－4 澳門國外差旅費-參與第八屆兩岸關係澳門論

壇 

24.51 

5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李茂榮 
(7)研究 

博後研究員陳崇宇 107/12/11-15 至吉林大學參訪暨參加 IJMS 紀

念專刊學術研討會 

26.12 

6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壽克堅 (4)開會 壽克堅 108/04/11-15 至大陸蘇州參加 CTTC2019 國際會議 30.68 

7 材料工程學系管理費 
(7)研究 

薛顯宗老師 107/11/3－11/10 至湖南長沙參加第 16 屆海峽兩岸

碳材料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36.39 

8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楊東曉 3/22－3/25 前往上海辦理兩岸台商組論文研討會 40.86 

9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何純慧 3/22－3/24 前往上海辦理兩岸台商組論文研討會 34.12 

10 受贈收入-提撥 5%至校友聯絡中心 (3)訪問 蔡榮得主任 108/03/30 及 04/01 旅費-赴上海參加華東興大校友 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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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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17 校務基金管委會議通過) 會活動 

11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曹修源 1/4－1/6 前往上海教授[產業創新與大數據分析運用]課程 30.96 

12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楊東曉 1/14－1/17 前往上海辦理兩岸台商組小型招生說明會暨

拜訪台商企業 

46.23 

13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謝焸君 1/18－1/21 前往上海教授[產業創新與大數據分析運用]課

程 

44.97 

14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唐資文 1/18－1/20 前往上海教授[高階經營策略專題]課程 37.08 

15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唐資文 108/02/22-108/02/24 前往上海旅費-教授[高階經營策略

專題]課程 

34.05 

16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陳美源 108/02/22-108/02/25 前往上海旅費-教授[全球經貿趨勢

與企業發展策略]課程 

38.06 

17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陳美源 3/7－3/11 前往上海教授[全球經貿趨勢與企業發展策略]

課程 

38.87 

18 高階經理人-碩專班 (7)研究 林丙輝 3/8－3/11 前往上海教授[企業倫理與永續經營]課程 41.54 

19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陳語蕎 3/22－3/24 前往上海辦理兩岸台商組論文研討會 34.12 

20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黃振文 3/30－3/31 前往上海辦理大陸校友會春遊暨新春聯誼晚

會活動 

27.52 

21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楊東曉 3/30－3/31 前往上海辦理大陸校友會春遊暨新春聯誼晚

會活動 

24.37 

22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陳語蕎 3/29－3/31 前往上海辦理大陸校友會春遊暨新春聯誼晚 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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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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活動 

23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紀信義 3/22－3/25 前往上海教授[管理會計與財報分析]課程及辦

理兩岸台商組論文研討會 

40.86 

24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楊東曉 4/12－4/13 前往上海辦理 108 年度招生暨拜訪廠商事宜 24.66 

25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何純慧 3/29－3/31 前往上海辦理大陸校友會春遊暨新春聯誼晚

會活動 

31.62 

26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陳育成 3/22－3/25 前往上海教授[企業倫理與永續經營]課程 39.78 

27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詹永寬 3/30－3/31 前往上海辦理大陸校友會春遊暨新春聯誼晚

會活動 

23.82 

28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鄭菲菲 4/12－4/14 前往上海教授[創意與科技管理]課程 32.06 

29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鄭菲菲 4/12－4/14 前往上海教授[創意與科技管理]課程 3.75 

30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尤隨樺 4/12－4/15 前往上海教授[管理會計與財報分析]課程 41.13 

31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葉宗穎 4/26－4/29 前往上海教授[金融創新與企業風險控管]課程 50.57 

32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劉宗宜 3/22－3/25 前往上海進行[企業倫理與永續經營]課程演講 26.71 

33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鄭菲菲 5/10－5/12 前往上海教授[創意與科技管理]課程 32.85 

34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袁鶴齡 5/10－5/13 前往上海教授[危機管理與商務談判]課程 39.83 

35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何純慧 5/24－5/26 前往上海辦理 108 年度招生說明會暨拜訪廠

商事宜 

31.68 

36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楊東曉 5/24－5/26 前往上海辦理 108 年度招生說明會暨拜訪廠

商事宜 

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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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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余宗龍 5/24－5/26 前往上海辦理 108 年度招生說明會暨拜訪廠

商事宜 

31.68 

38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楊東曉 4/29－5/7 前往中國敦煌參加 EMBA 第 14 屆戈壁挑戰賽 84.01 

39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葉宗穎 5/17－5/20 前往上海教授[金融創新與企業風險控管]課程 36.80 

40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莊智薰 5/24－5/27 前往上海教授[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課程 39.08 

41 價創計畫：廢棄物高值資源化再製輕

質粒料 
(1)考察 

王順元 107.12.16－19 赴大陸鄭州(參訪河南鄭礦機器有限公司、

參訪河南鄭州德森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旅費 

32.44 

42 價創計畫：廢棄物高值資源化再製輕

質粒料 
(3)訪問 

(彈性支用 1200 元)陳豪吉 108.2.27－3.1 赴香港澳門參觀訪問

Top Buildwe 輕質粒料工程旅費 

30.08 

43 價創計畫：廢棄物高值資源化再製輕

質粒料 
(3)訪問 

吳佳容 108.2.27－3.1 赴香港澳門參觀訪問 Top Buildwe 輕質粒

料工程旅費 

30.08 

44 價創計畫：廢棄物高值資源化再製輕

質粒料 
(3)訪問 

王順元 108.2.26－3.2 赴大陸西安參訪西安牆體材料研究設計院

旅費 

36.09 

45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 II(不含追加萌芽

計畫) 
(1)考察 

(國)徐新宏執行長 108 年 3 月 5~12 日國外差旅費－至中國大陸上

海參加中國國際農用化學品及植物展覽會並拜會明日會員 

73.02 

46 價創計畫：廢棄物高值資源化再製輕

質粒料 
(3)訪問 

陳豪吉 108.3.22－25 赴中國大陸香港參訪香港利建輕質建材公司

及 AECOM 公司旅費(彈性支用 1180) 

37.99 

47 化工系竇維平-微奈米金屬化製程技

術聯盟 
(4)開會 

竇維平於 107/12/24－26 至廈門大學化學學院國家重點實驗室演

講 

18.43 

48 水保系林德貴-審查服務收入 (3)訪問 林德貴 107/12/19-23 中國南京工業大學演講訪問(108.03.26 檢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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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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出國報告) 

49 機械系劉建宏-對外服務收入 (1)考察 劉建宏－4/14－4/18 中國北京機床展(CIMT)，儀器展示 52.1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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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4/13-04/15 到大陸上海參訪討論(無檢附出國報告) 34.27 

51 昆蟲系唐立正-舒寧煙霧殺蟲劑藥效

試驗-對外服務收入 
(1)考察 

唐立正 108 年 5/14－16 廈門大陸茶葉生產調查研究(執行科技部

無毒茶葉生產之病蟲害綜合管理技術)國外差旅費 

28.39 

52 茶園土壤健康管理智慧系統開發-問

題土壤專家診斷系統開發(1/3) 
  

賴永康 107/10/26-11/01 赴中國成都參加 2018 IEEE APCCAS 國

際會議差旅費 

67.26 

53 企業以預付貨款與訂單融資支援資

金短絀供應商營運之模式研究 
(4)開會 

武為棣 108/1/4-8 至香港參加 POMS 國際研討會並進行研究報告 62.12 

54 探討以生態系服務為本的紅樹林管

理策略-紅樹林結構對底棲動物及溫

室氣體排放之影響 

(4)開會 

林幸助 107/12/26-28 參加大陸深圳第九屆(2018)海峽兩岸人工

濕地研討會暨 107/12/29-31 參加大陸東莞、澳門、香港移地研

究 

21.79 

55 探討以生態系服務為本的紅樹林管

理策略-紅樹林結構對底棲動物及溫

室氣體排放之影響 

(4)開會 

何瓊紋博士後 107/12/26-28 參加大陸深圳第九屆(2018)海峽兩

岸人工濕地研討會暨 107/12/29-31 參加大陸東莞、澳門、香港

移地研究 

27.17 

56 硬體木馬的偵測及防治技術 
(4)開會 

王行健 107/10/10-10/19 赴大陸合肥參加亞洲測試會議

ATS2018 

38.51 

57 廢棄物料與污泥再造產品應用於煉

鋼製程原料之技術開發(2/3) 
(4)開會 

吳威德 108/1/2-6 赴大陸三亞參加(ACM2019)國際會議並發表論

文 

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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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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偏序集合的 Ramsey 類型的問題 

(4)開會 
李渭天 108/4/28-5/2 至中國大陸海南省三亞參加 Workshop on 

Structural Graph Theory and Graph Labelings 

9.99 

59 108 年度補助教授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差旅費 
(4)開會 

趙家琦 108/3/12-16 至香港參加 2019 全球背景下的中國文化國

際學術會術 

30.00 

60 郡縣、族群與宗教——從里耶秦簡探

索秦始皇的天下秩序   

游逸飛 107/11/15-107/11/21 大陸北京師範大學及中國人民大

學蒐集先秦兩漢研究資料,107/11/17-107/11/18「古代中國國家

研究的新探索」工作坊開會 

1.55 

61 小白菜累積鎘的生物可及性評估 
(4)開會 

賴鴻裕 108/05/05~05/09 赴中國南京參加 ICOBTE 2019 研討會

旅費 

50.57 

62 開發功能化金屬有機架構物應用於

催化氧化生質衍生物轉換成高價值

附加產物(1/5) 

(4)開會 

林坤儀 108/06/12-108/06/14 大陸香港出席第三屆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resources， Energy， 

Environment and Materials Technology(BEEM2019)研討會 

28.71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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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用途轉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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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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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用途轉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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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 

65 水保系馮正一-審查服務收入 (4)開會 馮正一 108/06/13-16 至中國福建坪潭參加第一屆海峽兩岸水土 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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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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科技論壇(私人單位無須檢付出國報告) 

66 偏序集合的 Ramsey 類型的問題 (3)訪問 李渭天 107/12/20-24 至上海同濟大學學術交流(移地研究) 9.29 

67 探討以生態系服務為本的紅樹林管

理策略-紅樹林結構對底棲動物及溫

室氣體排放之影響 

(4)開會 

林幸助 107/12/26-28 參加大陸深圳第九屆(2018)海峽兩岸人工

濕地研討會暨 107/12/29-31 參加大陸東莞、澳門、香港移地研

究 

19.62 

68 探討以生態系服務為本的紅樹林管

理策略-紅樹林結構對底棲動物及溫

室氣體排放之影響 

(4)開會 

何瓊紋博士後 107/12/26-28 參加大陸深圳第九屆(2018)海峽兩

岸人工濕地研討會暨 107/12/29-31 參加大陸東莞、澳門、香港

移地研究 

13.07 

69 中國股市的兩個資產定價異象研

究：低價股與換手率效應 
(7)研究 

葉宗穎 107/12/04-12/06 至中國福建華僑大學移地研究-討論研

究相關議題旅費 

20.97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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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研究 

張嘉哲 108/3/18-21 至中國湖北省黃岡師範學院進行移地研究以

及參訪當地之健亭生物科技公司並發表演講 

35.19 

71 中國股市的兩個資產定價異象研

究：低價股與換手率效應 
(3)訪問 

葉宗穎 108/04/14-108/04/17 赴中國山東省青島市中國海洋大

學交流訪問旅費 

38.36 

72 無毒茶葉生產之病蟲害綜合管理技

術(兩岸合作研究)(1/3) 
(7)研究 

杜武俊 108/03/30-108/04/02 大陸福州福建農林大學及農林大

學安溪茶學院田野調查採集 

28.36 

73 無毒茶葉生產之病蟲害綜合管理技

術(兩岸合作研究)(1/3) 
(7)研究 

唐立正 108/03/30-108/04/02 大陸福州福建農林大學及農林大

學安溪茶學院田野調查採集 

27.74 

74 無毒茶葉生產之病蟲害綜合管理技 (7)研究 黃姿碧 108/03/30-108/04/02 大陸福州福建農林大學及農林大 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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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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兩岸合作研究)(1/3) 學安溪茶學院田野調查採集 

75 無毒茶葉生產之病蟲害綜合管理技

術(兩岸合作研究)(1/3) 
(7)研究 

鍾文鑫 108/03/30-108/04/02 大陸福州福建農林大學及農林大

學安溪茶學院田野調查採集 

28.36 

76 無毒茶葉生產之病蟲害綜合管理技

術(兩岸合作研究)(1/3) 
(7)研究 

莊益源 108/03/30-108/04/02 大陸福州福建農林大學及農林大

學安溪茶學院田野調查採集 

28.54 

77 偏伽羅瓦擴張的研究 II 
(3)訪問 

郭容妙 108/05/10-108/05/17 赴中國大陸廣州中山大學進行研

究討論(移地研究) 

51.6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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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研究 

尤雅姿 108/05/16-108/05/25 遼寧省、吉林省移地研究 60.34 

79 郡縣、族群與宗教——從里耶秦簡探

索秦始皇的天下秩序   

游逸飛 107/11/15-107/11/21 大陸北京師範大學及中國人民大

學蒐集先秦兩漢研究資料,107/11/17-107/11/18「古代中國國家

研究的新探索」工作坊開會 

33.64 

80 銅箔電鍍配方開發(群燁科技有限公

司) 
(4)開會 

竇維平於 108/01/15－18 至深圳開會(產學合作計劃技術指導) 24.54 

8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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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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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起程、1/13 講

座、1/14－15 企業參訪、1/16 回程)。依 1/11 美金匯率 30.845

計算 

47.52 

82 2019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第一、二期 
(9)業務洽談 

金必煌老師 4/19-22 上海旅費：2019『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

實戰研習班』授課費用。依 4/18 人民幣匯率 4.628 計算 

25.27 

83 2019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9)業務洽談 謝  君老師 4/19-21 上海旅費：2019『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 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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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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班第一、二期 實戰研習班』授課費用。依 4/18 美金匯率 30.89 計算。 

84 2019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第一、二期 
(9)業務洽談 

陳家彬老師 04/18－04/22 上海旅費: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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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8 起

程、04/19－21 課程、04/22 回程)。依 4/17 美金匯率 30.89 計

算 

49.32 

85 2019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第一、二期 
(9)業務洽談 

陳家彬老師 05/17－05/20 上海旅費-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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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7 起

程、05/18－19 課程、05/20 回程)。依 5/16 美金匯率 31.21 計

算 

40.66 

86 2019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第一、二期 (9)業務洽談 

蘇迺惠老師 05/17－05/19 上海旅費-2019『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

轉型實戰研習班』授課-(05/17 起程、05/18 課程、05/19 回程)。

依 5/16 美金匯率 31.21 計算 

33.57 

87 2019 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

研習班第一、二期 
(9)業務洽談 

周庭銳老師 5/16-20 上海旅費：2019『上海市台資企業創新轉型

實戰研習班』授課費用。依 5/15 人民幣匯率 4.531 計算 

14.18 

 合計   314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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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