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1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3)訪問
嘉義大陳哲俊副教授108/7/29－108/8/2－出訪菲律賓UPLB和
BSU

16.605

2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3)訪問
嘉義大學林翰謙教授－出訪菲律賓UPLB和BSU(108/07/29－
108/8/2)

16.605

3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3)訪問
成大生物科技科學系助理教授盧福翊(108/7/29－108/8/2)－出訪
菲律賓UPLB和BSU

17.305

4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3)訪問
成大生物科技科學系副教授陳逸民老師108/7/29/~107/8/2拜訪
菲律賓UPLB和BSU

17.305

5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3)訪問
昆蟲系教授黃紹毅108/7/29－108/8/2參訪菲律賓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Los Banos和BSU大學－出訪菲律賓UPLB和BSU

16.425

6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3)訪問
動科系唐品琦教授-108/7/29－108/8/2參訪菲律賓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Los Banos和BSU大學

15.905

7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3)訪問
動科系江信毅副教授出訪108/01/22~108/01/24菲律賓馬尼拉參
加Manila及Calabarzon考察媒合團

22.985

8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9)業務洽談
吳英明老師108/3/12~108/3/14赴菲律賓馬尼拉洽談興大國際農
業中心籌備台美菲國際農業合作案

21.48

9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3)訪問
動科系副教授江信毅 108/7/29－108/8/2出訪菲律賓馬尼拉UPLB
及BSU大學

1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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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8年度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
人才培育計畫A類生醫產業與新農
業學產研鏈結人才培育計畫夥伴
學校(內含彈性經費25,000元)

楊靜瑩副教授(計畫主持人)11/22－[會議]教育部109年度A類動植
物農業領域夥伴學校計畫審查會議

1.8

11
師資生跨界跨域美國華德福學校
實習計畫

沖轉白慧娟老師108/11/6~108/11/9美國辛辛那提訪視海外實習
教育部譔送生國外出差費用

66.647

12

108年度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
人才培育計畫A類生醫產業與新農
業學產研鏈結人才培育計畫夥伴
學校(內含彈性經費25,000元)

更正會計科目-楊靜瑩副教授(計畫主持人)11/22出差費(原購案編
號-R1082000066)

-1.8

13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電資學院 (3)訪問
電資學院楊谷章院長108/6/3~108/6/9至美國洛杉磯,舊金山
UCLA及UCSD學術交流

132.996

14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電資學院 (3)訪問
通訊所張敏寬所長108/6/3－108/6/11至美國洛杉磯，舊金山
UCLA及UCSD學術交流

110.187

15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電資學院 (3)訪問
電機系鄭木海教授108/6/3－108/6/9至美國UCLA及UCSD學術交
流

71.025

16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電資學院 (3)訪問
電機系溫志煜主任108/6/3－108/6/9至美國洛杉磯,舊金山UCLA
及UCSD學術交流

99.679

17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電資學院 (3)訪問
光電所裴靜偉所長108/6/3－108/6/9至美國洛杉磯,舊金山UCLA
及UCSD學術交流

99.94

18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獸醫學院 (1)考察
宣詩玲108/6/30－108/7/3至韓國首爾大學農場動物臨床訓練暨
研究中心參訪交流。

45.01

19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獸醫學院 (3)訪問
獸病所教授陳德　108/6/30~108/7/2參訪韓國首爾大學中大型實
驗動物中心

3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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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獸醫學院 (3)訪問
微徫所教授張照勤108/7/5~108/7/13至法國里昂大學獸醫學院及
巴斯德研究中心參訪

101.926

21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獸醫學院 (1)考察
楊程堯108/6/30~108/7/3前往韓國國立首爾大學參訪經濟動物研
究發展中心

43.93

22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文學院 (3)訪問
中文系教授尤雅姿108/7/13~108/7/20國外出差費──前往德國萊
比錫大學簽約、演講、座談、參訪

77.949

23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文學院 (3)訪問
中文系教授林淑貞108/7/13~108/7/20國外出差費─前往德國萊
比錫大學簽約、演講、座談、參訪

77.949

24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文學院 (3)訪問
中文系副教授解昆樺108/7/13~108/7/20國外出差費─德國萊比
錫大學簽約、演講、座談、參訪

89.049

25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文學院 (3)訪問
中文系副教授林仁昱108/7/13~108/7/20國外出差費──前往德國
萊比錫大學簽約、演講、座談、參訪

77.949

26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文學院 (3)訪問
中文系助理教授趙家琦108/7/13~108/7/20國外出差費─前往德
國萊比錫大學簽約、演講、座談、參訪

77.949

27 國際化/交流 (3)訪問 紀副國際事務長凱容7/6－7/13赴日本九州校際參訪- 66.832

28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農資學院 (3)訪問
動科系助理教授王建鎧108/7/8－108/7/10赴泰國清邁大學參訪
出差旅費

20.095

29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獸醫學院 (3)訪問
獸病所林以樂1080705~0723期間赴法國里昂大學獸醫學院參訪
差旅費

98.064

30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獸醫學院 (3)訪問
微衛所教授徐維莉108/7/5~108/7/12 赴法國里昂大學以及巴斯
德研究中心學術交流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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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農資學院 (3)訪問
應經系張嘉玲教授108/7/30~108/8/5赴美國堪薩斯州參訪堪薩斯
州立大學

130.923

32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獸醫學院 (2)視察 獸醫系教授陳鵬文108/6/29~108/7/3 韓國國立首爾大學參訪 45.73

33
優勢特色國際人才培育-學院特色
人才培育

(3)訪問
微衛所徐維莉教授108/7/21~108/8/1赴美國戴維斯UC Davis獸
醫學院以及醫學院訪問以及進行學術交流

133.032

34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獸醫學院 (3)訪問
獸醫系教授王孟亮 108/8/25~108/8/29赴東京日本大學、國立感
染症研究中心以及東京農葉暨工業大學學術交流

48.96

35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獸醫學院 (3)訪問
微衛所徐維莉108/8/25~108/8/29東京赴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中
心NIID以及東京農工大學學術交流

48.96

36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獸醫學院 (3)訪問
微衛所教授張照勤 108/8/25~108/8/29赴東京日本國立感染症研
究中心以及其他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52.059

37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獸醫學院 (3)訪問
微衛所教授108/7/29~108/8/2獸醫學院馬尼拉參訪菲律賓UPLB
大學及碧瑤大學

38.58

38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獸醫學院 (3)訪問
微衛所邱賢松 教授108/8/25!108?8/29赴日本東京國立感染症研
究中心NIID以及東京農工大學學術交流

48.96

39
鳥禽遺傳資源暨動物生技研究中
心

(7)研究 補報支紀凱容老師5/25赴美國杜倫70%日支費用 4.196

40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管理學院 (3)訪問
運健所余宗龍副教授108/9/2~108/9/9代表管理學院拜訪美國德
州德州農工大學

84.828

41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管理學院 (3)訪問
行銷系王建富副教授108/9/2~108/9/9代表管理學院拜訪美國德
州德州農工大學

8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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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管理學院 (3)訪問
運健所巫錦霖教授108/9/2~108/9/9代表管理學院拜訪美國德州
德州農工大學

85.518

43 國際化/交流 (1)考察
副國際長紀凱容108/9/13~108/9/20荷蘭恩荷芬及比利時布魯塞
爾-教育部玉山學者計畫海外攬才暨高教創新創業考察

107.254

44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工學院王國禎院長至澳洲迪肯大學交流及商討簽訂博士雙聯學位
(108/09/06－09/10)之國外差旅費ㄧ式共$66，127元整(以3.6天
計算)

66.127

45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1)考察
工學院王國禎院長至美國猶他州立大學參訪(108/7/16－7/21)之
國外差旅費ㄧ式共$91，446元整(以4.6天計算)

91.446

46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1)考察
工學院莊秉潔副院長至美國猶他州立大學參訪(108/7/16－7/21)
之國外差旅費ㄧ式共$92，339元整(以4.6天計算)

92.339

47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土木系高書屏教授帶隊至澳洲迪肯大學交流(國際學生學習交流團)
及商討簽訂博士雙聯學位(108/08/25－09/10)之國外差旅費ㄧ式
共$125，745元整(以15.6天計算)

125.745

48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理學院 (3)訪問
理學院應數系施因澤院長108/10/20~108/10/25赴日本仙台,東京
(東北大學,東京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等學術交流－

68.152

49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理學院 (3)訪問
理學院化學系教授李進發主任108/10/20~108/10/25赴日本仙台
及東京學術交流－

68.152

50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理學院 (3)訪問
理學院應數系陳焜燦教授08/10/20~108/10/25赴日本仙台及東
京學術交流－

68.152

51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理學院 (3)訪問
理學院奈米所教授郭華丞108/10/20~108/10/25赴日本仙台及東
京學術交流－

68.152

52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理學院 (3)訪問
理學院化學系莊敦堯副教授08/10/20~108/10/25赴日本仙台及
東京學術交流－－

6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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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理學院 (3)訪問
理學院化學系陳宏賓助理教授08/10/20~108/10/25赴日本仙台
及東京學術交流－

68.152

54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理學院 (3)訪問
理學院物理系張明強教授08/10/20~108/10/25赴日本仙台及東
京學術交流－

68.152

55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業務推
動(含ESI 資料庫)

(9)業務洽談
薛富盛校長108/7/6－108/7/13 日本九州(福岡,佐賀,長崎)拜訪九
州大學,佐賀大學及與長崎大學簽約國外差旅費

77.28

56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3)訪問
劉英明108/9/28~108/10/12赴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交流學習

115.223

57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3)訪問
劉英明108/9/28~108/10/12赴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交流學習

34.069

58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工學院王國禎院長108/10/18至越南胡志明市理工大學參訪並擔
任研討會主講之國外差旅費ㄧ式共$12，739元整

12.739

59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醫工所張健忠教授108/10/17－108/10/19至越南胡志明市理工大
學訪問洽談合作之國外差旅費ㄧ式共$24，687元整

24.687

60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化工系陳志銘教授至108/10/17－108/10/19越南胡志明市理工大
學訪問洽談合作之國外差旅費ㄧ式共$25，242元整

25.242

61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材料系林克偉教授108/10/21~108/10/26美國戴維斯加州Davis
姊妹校訪問

81.972

62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獸醫學院 (3)訪問
獸病所林以樂108/7/5~108/7/23期間赴法國里昂大學獸醫學院參
訪差旅費/補報0713 ~0722延長續留期間生活費

31.2

63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管理學院 (3)訪問
運管所教授巫錦霖108/10/14~108/10/18代表管院拜訪澳洲布里
斯本昆士蘭大學

3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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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農資學院 (3)訪問
水保系助理教授宋國彰108/7/6~108?8/27至美國鹽湖城猶他州立
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57.806

65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化工系林松池教授至美國戴維斯UC Davis(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洽
談交流(108/10/21－108/10/28)之國外差旅費ㄧ式共$74，432
元整(以實際參訪日期為21－26日4.6天計算)

74.432

66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生科院 (3)訪問
生化所楊俊逸副教授108/11/11－108/11/16日本福岡,大阪,京都
等大學參訪國外差旅費

54.711

67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生科院 (3)訪問
生化所張功耀教授108/11/11－108/11/16日本福岡,大阪,京都等
大學參訪國外差旅費

54.856

68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生科院 (3)訪問
生化所邱奕穎助理教授108/11/11－108/11/16日本福岡,大阪,京
都等大學參訪國外差旅費

54.742

69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生科院 (3)訪問
生化所蕭貴陽助理教授108/11/11－108/11/16日本福岡,大阪,京
都等大學參訪國外差旅費

54.74

70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生科院 (3)訪問
生化所胡念仁助理教授108/11/11－108/11/16日本福岡,大阪,京
都等大學參訪國外差旅費

54.74

71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環工系盧至人教授至108/11/10－108/11/17至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及辛辛那提大學參訪之國外差旅費(德州,俄亥俄州)

110.365

72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管理學院 (3)訪問

企管系蔡玫亭副教授108/11/04~108/11/13法國巴黎,馬賽,奧地
利維也納及捷克布拉格等代表拜訪諾歐商學院(NEOMA)、馬賽商
學院(KEDGE)及布拉格經濟大學代表拜訪諾歐商學院(NEOMA)、
馬賽商學院(KEDGE)及布拉格經濟大學

128.248

73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管理學院 (3)訪問

運健所林明宏教授108/11/04~108/11/13法國巴黎,馬賽,奧地利
維也納及捷克布拉格等代表拜訪諾歐商學院(NEOMA)、馬賽商學
院(KEDGE)及布拉格經濟大學代表拜訪諾歐商學院(NEOMA)、馬
賽商學院(KEDGE)及布拉格經濟大學

1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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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管理學院 (3)訪問
行銷學系王建富副教授108/11/04~108/11/13法國巴黎,馬賽,奧
地利維也納及捷克布拉格等代表拜訪諾歐商學院(NEOMA)、馬賽
商學院(KEDGE)及布拉格經濟大學

127.886

75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管理學院 (3)訪問
行銷系魯真教授08/11/04~108/11/13法國巴黎,馬賽拜訪諾歐商
學院(NEOMA)、馬賽商學院(KEDGE)

107.112

76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工學院王國禎院長108/11/10－108/11/17至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及
辛辛那提大學參訪之國外差旅費(德州,俄亥俄州)

93.185

77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醫工所張健忠教授108/11/10－108/11/17至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及
辛辛那提大學參訪之國外差旅費(德州,俄亥俄州)

85.154

78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材料系林佳鋒教授108/11/13－108/11/17至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參
訪之國外差旅費(俄亥俄州)

53.254

79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機械系邱顯俊副教授108/11/13~108/11/17至美國辛辛那提大學
參訪之國外差旅費(俄亥俄州)

53.163

80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土木系楊明德教授至德州農工大學卡達分校(108/11/30－
108/12/4)洽談交流之國外差旅費

68.426

81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土木系助理教授黃建維至德州農工大學卡達分校(108/11/30－
108/12/4)洽談交流之國外差旅費

68.406

82 國際化/交流 (3)訪問
森林系副教授吳耿東108/12/7~108?12/10菲律賓那牙菲律賓大
學訪問暨洽談合作事宜(另製：D201205)

25.364

83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農資學院 (3)訪問
昆蟲系教授黃紹毅108/12/2－108/12/7參加荷蘭AERES姊妹校參
訪及交流

84.355

84 國際化/交流 (4)開會
機械系副教授盧昭暉108/10/06－108/10/15至越南胡志明市理工
大學出國開會及參訪姐妹校

4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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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國際化/交流 (3)訪問
葨藝系助理教授陳建德108/12/7~108/12/10赴菲律賓那牙/菲律
賓大學訪問暨洽談合作事宜

27.153

86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土木系宋欣泰副教授至(108/11/20－108/11/25)UC Davis(加州
大學戴維斯分校)洽談交流之國外差旅費

66.869

87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土木系鄒瑞卿副教授至(108/11/20－11/25)UC Davis(加州大學戴
維斯分校)洽談交流之國外差旅費

68.595

88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土木系蔡祁欽教授(108/11/20－108/11/24)至美國戴維斯市UC
Davis(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洽談交流之國外差旅費

60.872

89 國際化/交流 (3)訪問
森林系副教授吳耿東108/12/1~108/12/5泰國清邁/泰國皇家大學
訪問暨洽談合作事宜

51.299

90 國際化/交流 (3)訪問
國農學程副教授謝奇明108/12/1~108/12/5泰國清邁/泰國皇家大
學訪問暨洽談合作事宜

51.146

91 國際化/交流 (3)訪問
教發所助理教授劉子彰108/12/1~108/12/5泰國清邁/赴泰國皇家
大學訪問暨洽談合作事宜

50.239

92 國際化/交流 (3)訪問
教發所助理教授白慧娟108/12/1~108/12/5泰國清邁/赴泰國皇家
大學訪問暨洽談合作事宜

49.799

93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研發處 (3)訪問
昆蟲學系梁國汶助理教授108/12/17~108/12/20日赴日本(京都大
學、理化學研究所)深度拜訪與研商全方位之雙邊合作訪問團－

45.794

94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研發處 (3)訪問
詹富智教授兼農資院院長108/12/17~108/12/20赴日本(京都大
學、理化學研究所)深度拜訪與研商全方位之雙邊合作訪問團－

45.794

95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研發處 (3)訪問
生技所楊長賢教授兼副校長108/12/17~108/12/20赴日本(京都大
學、理化學研究所)深度拜訪與研商全方位之雙邊合作訪問團－

45.794



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96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研發處 (3)訪問
生技所教授蔡慶修108/12/17~108/12/20日赴日本(京都大學、理
化學研究所)深度拜訪與研商全方位之雙邊合作訪問團

45.794

97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研發處 (3)訪問
生化所副教授楊俊逸108/12/17~108/12/20日赴日本(京都大學、
理化學研究所)深度拜訪與研商全方位之雙邊合作訪問團－

45.814

98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研發處 (3)訪問
水保系洪啟耀助理教授108/12/17~108/12/20赴日本(京都大學、
理化學研究所)深度拜訪與研商全方位之雙邊合作訪問團－

45.814

99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研發處 (3)訪問
園藝系潘怡君助理教授108/12/17~108/12/20日赴日本(京都大
學、理化學研究所)深度拜訪與研商全方位之雙邊合作訪問團－

45.814

100
發展國際優勢特色-標竿學校
TAMU

(3)訪問
微衛所教授趙黛瑜108/9/29~108/10/13美國休士頓,戴維斯/德州
農工大學及加州戴維斯分校訪問

169.796

101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管理學院 (3)訪問
管理學院林明宏副院長108/12/17－108/12/22美國波士頓拜訪哈
佛大學

122.24

102 研究能量-奈米中心 (3)訪問
材料系教授宋振銘108/12/21－108/12/25泰國曼谷-台泰國際合
作參訪差旅費

39.877

103 研究能量-奈米中心 (3)訪問
化學系教授葉鎮宇108/12/21－108/12/25泰國曼谷-台泰國際合
作參訪差旅費

39.189

104 研究能量-奈米中心 (3)訪問
材料系教授林克偉108/12/21－108/12/25泰國曼谷-台泰國際合
作參訪差旅費

39.189

105 研究能量-奈米中心 (3)訪問
環工系教授林坤儀108/12/21－108/12/25泰國曼谷-台泰國際合
作參訪差旅費

3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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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法政學院 (9)業務洽談
沖轉國務所副教授邱明斌借支108.06.09－06.11赴泰國曼谷出差
旅費、機票及簽證費-泰國法政大學訪問及締約

22

107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法政學院 (9)業務洽談
國務所副教授邱明斌借支108.06.09－06.11赴泰國曼谷出差旅
費、機票及簽證費-泰國法政大學訪問及締約

1.096

108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法政學院 (9)業務洽談
沖轉-國務所教授陳牧民借支108.06.09－06.11赴泰國曼谷出差旅
費、機票及簽證費-泰國法政大學訪問及締約

22

109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法政學院 (9)業務洽談
陳牧民108.06.09－06.11赴泰國曼谷出差旅費、機票及簽證費-泰
國法政大學訪問及締約

0.672

110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農資學院
沖轉-應經系陳韻如助理教授108/7/30~108/8/15參訪美國堪薩斯
州立大學

92.432

111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農資學院 (3)訪問
應經系陳韻如助理教授108/7/30~108/8/15赴美國參訪堪薩斯州
立大學

90.115

112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沖轉-劉柏良借支國外旅費－108/11/13~108/11/17前往美國俄
亥俄州辛辛那堤大學學術訪問

54.065

113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沖轉-化工系副教授張厚謙108/11/13~108/11/17赴美國俄亥俄
州辛辛那提市辛辛那堤大學參訪差旅費

54.254

114 國際化/交流 (4)開會
沖轉-國務所副教授邱明斌108/11/27－108/11/30赴曼谷泰國法
政大學進行學術合作交流互訪

34.965

115 國際化/交流
沖轉-楊錫杭副國際長108/12/2~108/12/6赴荷蘭阿姆斯特丹及德
國柏林拜訪姊妹校之出差旅費

78.092

116 國際化/交流
沖轉-國際長陳牧民108/11/14~108/11/24_赴印度浦那共生國際
大學,理工學院瓜提校區,米佐拉姆大學學術交流及招生訪問機票、
日支等差旅費

5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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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國際化/交流
沖轉-鄧文玲108/11/17~108/11/24_赴印度浦那共生國際大學,理
工學院瓜提校區,米佐拉姆大學學術交流及招生

39.675

118 國際化/交流
沖轉農藝學系助理教授陳建德108/11/17~108/11/24_赴印度浦
那共生國際大學,理工學院瓜提校區,米佐拉姆大學學術交流及招生

90.852

119 國際化/交流
鄧文玲108/11/17~108/11/24_赴印度浦那共生國際大學,理工學
院瓜提校區,米佐拉姆大學學術交流及招生

0.454

120 國際化/交流
陳牧民108/11/14~108/11/24_赴印度浦那共生國際大學,理工學
院瓜提校區,米佐拉姆大學學術交流及招生

0.175

121 國際化/交流
陳建德108/11/17~108/11/24_赴印度浦那共生國際大學,理工學
院瓜提校區,米佐拉姆大學學術交流及招生

4.067

122 研究能量-奈米中心
依據奈米中心便簽辦理-將原於108DA117支應台泰國際雙邊研討
會相關經費 $772,426 轉正至108S0203B支應

196.663

123 研究能量-奈米中心
更正經費用途別-業務費更正為國外差旅費-依據奈米中心便簽辦
理

-196.663

124 研究能量-奈米中心
更正經費用途別-業務費更正為國外差旅費-依據奈米中心便簽辦
理

196.663

125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4)開會
動科系助理教授辛坤鎰9/23－9/25印尼日惹國外出差旅費－The
8th SEANAS Meeting and Symposium(另製:S108207168)

35

126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4)開會
動科系江信毅老師108/3/3~108/3/7馬來西亞吉隆坡參與國際動
物遺傳資源運用研討會及籌備 APAARI－興大農業卓越中心事宜

28.195

127
107年玉山(青年)學者補助經費-杜
武青

(4)開會
杜武青在108/9/12－10/7至 UC San Diego 討論合作交流，參加
北美MBE學術研討會

4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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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材料系賴盈至108/04/19~108/04/27到美國鳳凰城開2019 MRS
Spring Meeting 及 Exhibit 研討會(分攤:B1084061024)

45

129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資工系王行健教授108/5/31~108/6/10美國拉斯維加斯加設計自
動化研討會(另製:B208400.C200514)

45

130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材料系林克偉教授108/06/17－108/06/20至義大利PISA參加
ICASS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另製:B208920.108GP03121)

36

131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行銷系副教授王建富106/6/21~108/6/28愛爾蘭都柏林參加
EURO 2019歐洲作業研究年會(另製:C200560)

45

132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機械系副教授陳昭亮108/0628~108/07/14波蘭克拉科參加國際
機構與機器原理學術研討會(IFTOMM2019)(另
製:C1084020105)�

45

133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資工系副教授曾學文108/6/27~108/7/9克羅埃西亞札格雷布參加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biquitous and Future
Networks(ICUFN 2019)(另製:B1084061470)

43

134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企管系副教授蔡玫亭108/6/20－6/28愛爾蘭都柏林國外差旅-參
加第30屆歐洲作業研究國際研討會(另製:C200601)

45

135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精密所副教授蔡政穆至日本札幌才加「ICATI 2019」研討會(另
製:C1084070017)

20

136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財金系副教授李超雄－108/6/30~108/7/27參加CBSSG 2019研
討會(台鐵來回車票$616， 來回機票$30032， 註冊費
$12446(USD400.05* TWD31.11)

43.094

137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光電所教授賴聰賢108/7/4－7/23至葡萄牙阿威羅參加ANM2019
國際研討會(另製:B1084041250)

36

138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林宗儀至108/07/15－07/24南非普利托尼亞移地研究與參加
ISBS2019研討會(另製:B108302023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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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材料系108/7?26~108/8/2劉恒睿 日本札幌參加APSMR 2019
Annual Meeting以及進行口頭發表(另製:B1084061533)

19.963

140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蔡志成108/6/28~108/7/10赴波蘭克拉科參加IFToMM2019年世
界大會並發表論文（另製:107B1137）

45

141
永續農業創新發展研究中心-總計
畫

(4)開會
材料系賴盈至教授108/6/20~108/6/29到英國倫敦開the Hamlyn
Symposium on Medical Robotics研討會(另製:B210042)

70

142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昆蟲系戴淑美教授於2019/06/29－2019/07/12赴西班牙巴塞隆
納參加第8屆國際分子昆蟲科學研討會(另製:C1082060164)

36

143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電機系教授歐陽彥杰108/7/27－108/8/3至日本橫濱出席IGARSS
國際研討會(另製:C1084040073)

15

144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盧銘詮副教授108/6/8~108/6/17參加美國底特律機械工程學會製
造科學與工程研討會(另製：C200747.B1084020746)

36

145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電資學院 (4)開會
裴靜偉108/8/10－8/17至美國聖地牙哥UCSD學術交流活動及參
加SPIE國際研討會(另製：B1084041543)

64.763

146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森林學系陳相伶助教授108/7/21~108/7/29至馬來西亞吉隆坡參
加2019保育生物學年會之註冊費(另製：L200573）

18.374

147
鳥禽遺傳資源暨動物生技研究中
心

(4)開會
陳彥伯-赴捷克布拉格參加世界益生菌大會並發表論文及赴波蘭華
沙生命科學大學移地研究(另製：B1082070538)

33.673

148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獸醫系陳冠升108/8/19~108/8/28瑞士巴賽爾2019歐洲獸醫影像
診斷年會(另製：L200589)

43.66

149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化學系柯玟吟博士後研究員108/9/4~108/9/13至日本上田信州大
學參加國際學術會議(ICAC2019)(另製：108B107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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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蘭花重要基因功能性分析與應用 (3)訪問 楊長賢108/08/04－108/08/12赴哥倫比亞參加國際蘭花會議 43.376

151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電機系教授楊秉諺108/9/24－108/9/29至美國蒙蒂塞洛參加
Allerton2019國際研討會

20

152 蘭花重要基因功能性分析與應用 (3)訪問 許巍瀚108/08/05－108/08/12赴哥倫比亞參加國際蘭花會議 117.62

153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農資學院 (4)開會
動科系副教授江信毅108/8/21－108/8/26赴泰參加ICDF A.A.會
議國外出差旅費

20.813

154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企管系助理教授遲銘璋108/7/14~108/7/20日本北海道 參加學術
會議出席GCEAS 2019

20

155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農資學院 (4)開會
動科系助理教授辛坤鎰9/23－9/25印尼日惹國外出差旅費－The
8th SEANAS Meeting and Symposium(另製:R1082070005)

4.21

156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電機系教授溫志煜108/9/15－108/9/21至匈牙利布達佩斯出席
SEFI2019國際研討會(另製：B213213)

18

157
廣效性抗蟲媒介病毒防治之新策
略

(4)開會
葉錫東108/09/18－21前往日本廣島參加15th ISBAB國際研討會
之旅費

46.5

158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電機系教授廖俊睿108/10/14－108/10/19至日本大阪參加
GCCE2019國際研討會(另製：C1084040098)

20

159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國務所教授李昌麟108/9/19~108/9/28出國旅費(澳洲阿德雷德政
治學會2019年國際研討會)

30

160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機械系副教授范光堯赴108/7/30~108/8/5日本東京參加第二屆亞
太塑性加工技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另製：C108402018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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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森林系博士後研究員洪克昌108/10/19~108/10/28美國洛杉磯參
加SWST木材科學與技術學會年會

36

162
友善環境農業新穎材料研發與安
全評估

(4)開會 卓宴琳至巴塞隆納出席GOLDSCHMIDT國際研討會 46.552

163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水保系助理教授邱雅筑108/9/12~108/9/22巴西福斯多伊瓜蘇出
席國際研討會ISRM Congress差旅費

36

164
蘭花基因體生物資訊分析技術平
台建立

(4)開會
楊長賢108/09/18－09/22赴日本參加2019第15屆國際生物催化
暨農業生物技術研討會

48.76

165 國際化/交流 (4)開會
副國際長楊錫杭教授108/11/18~108/11/20馬來西亞沙巴_臺灣
與東南亞暨南亞大學校長論壇之2019指導委員會議出差旅費。

5.255

166
水稻T-DNA突變種原庫重要基因
功能性分析與應用

(1)考察
羅舜芳8/27-9/12旅費-至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進行學術及試
驗交流

156.639

167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生管所助理教授楊上禾108/10/18~10810/23美國西雅圖2019食
品通路研究學會年度研討會國外差旅費{另製:C1082120009}

34.235

168
永續農業創新發展研究中心-總計
畫

(4)開會
王智立－參加日本三重縣2019 Asian Mycological Society研討會
，全程9/30－10/5共計6天，飛機票NT10500;國外交通費
NT1447;註冊費NT15644;生活費NT32409(實際金額:33104，核

60

169 蘭花重要基因功能性分析與應用 (4)開會
楊長賢108/11/19－11/21赴馬來西亞參加農業生物技術永續性研
討會差旅費

13.302

170
蘭花重要基因功能性分析技術平
台建立

(4)開會 楊俊逸副教授108.12.04－12.08參加國際研討會差旅費 34

171
蘭花基因體生物資訊分析技術平
台建立

(4)開會
謝立青－12/4－8至越南河內參加國際先進植物生物技術研討會之
差旅費

3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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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蘭花重要病毒智慧檢測平台建立
及應用

(4)開會 王國禎12/4~12/8前往越南河內參與前瞻植物生技研討會 33.35

173 植物葉綠體防禦機制探討與應用 (4)開會
蔡慶修12/412/8-越南河內前瞻植物生物科技國際會議/參加研討
會

31.326

174
植物重要防禦基因功能性分析與
應用

(3)訪問 徐堯煇國外差旅－越南河內(12/4－12/10) 43.805

175
蘭花重要病毒智慧檢測平台建立
及應用

(4)開會 葉信宏_12/4~12/8前往越南河內參與前瞻植物生技研討會 32.27

176
廣效性抗蟲媒介病毒防治之新策
略

(4)開會 葉錫東108/12/2－8前往越南訪問及參加國際研討會 64.879

177
植物抗病基因功能探討與抗病育
種應用

(4)開會
李敏惠12/4-12/8-赴越南河內參加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Plant Biotechnology

34.882

178 國際化/交流 (4)開會
醫工所教授程德勝108/11/28~108/12/2越南胡志明市參加2019
年臺越國際合作研討會

20

179 國際化/交流 (4)開會
楊錫杭副國際長_108/11/27~108/11/30越南胡志明市2019年臺
越國際合作研討會國外差旅費。

33.211

180
水稻化學誘變庫抗病基因功能分
析與應用

(4)開會 陳良築12/4-12/8至越南河內參加學術研討會 31.479

181 高營養水稻品系生產與應用 (4)開會
張書恆博士後研究員9/8-9/23至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與德國
凱撒斯勞滕工業大學參加會議

57.562

182
永續農業創新發展研究中心-總計
畫

(4)開會 薛涵宇10/10-10/14到日本京都參加國際研討會. 56.129



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183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科管所助理教授何彥臻於108/11/20－108/11/24澳洲坎培拉參與
澳洲AIB Oceania 2019 Symposium{另製:B1087080095}

30

184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農推中心周明儀助理研究員108/11/9~108/11/15赴印度XIX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gress發表研究論文國外差旅
費 (另製：C1082500010)

20

185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行銷系吳志文副教授108/12/2~108/12/10德國慕尼黑/ 參與德國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Research in
Business{另製:C1087040031，L1087040036}

45

186
水稻T-DNA突變種原庫重要基因
功能性分析與應用

(4)開會
賀端華12/4-12/8出差旅費-參加VAAS－NCHU 舉辦之前瞻植物
生物技術國際研討會並參觀越南國之VAAS機構

34.052

187 高營養水稻品系生產與應用 (4)開會
格魯伊森姆至越南河內參加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Plant Biotechnology

16.89

188
永續農業創新發展研究中心-總計
畫

(4)開會 賴盈至11/28-12/6-到美國波士頓開2019 MRS Fall研討會 100.905

189
水稻T-DNA突變種原庫重要基因
功能性分析與應用

(4)開會 羅舜芳12/15-12/19至新加坡參與國際C4水稻計畫年度會議 54.765

190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水保系助理教授洪啟耀於108/12/8－10812/15至美國舊金山參與
AGU Fall Meeting 2019之機票費與註冊費(另製:B401864)

36

191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法律系副教授蘇怡慈108/1/29~108/2/6至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參加
公司法教師年會發表論文

30

192 研究中心統籌
沖轉-陳健尉借支【結案日期：108.12.31】UCD_Dr.Dinesh－
Kumar及Dr.Harada赴越南研討會出差

60.418

193
補助師生參加國際學術相關會議
及活動

(4)開會
沖轉統計所教授林長鋆借支108/6/25－7/8赴希臘雅典參加13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 Theory 及 Applications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另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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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永續農業創新發展研究中心-總計
畫

(4)開會
劉雨庭參加西班牙Goldschmidt2019研討會(108B1293$78494，
108S0022A$60000)(另製：B1082080767)

60

195 研究中心統籌
陳健尉借支【結案日期：108.12.31】UCD_Dr.Dinesh－Kumar及
Dr.Harada赴越南研討會出差

-60.418

196
(抽報)(清華大學轉撥)107年度新
南向計畫「學術型領域聯盟」(工
程領域)

(7)研究
生醫所程德勝教授108/6/14~108/7/28越南胡志明市「教育部新
南向計畫－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選送我國師
生赴南向國家進行學術領域之研究、研修與講學

120

197
優勢特色國際人才培育-學院特色
人才培育

(3)訪問
微衛所張照勤108/06/01~108/06/08至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戴維
斯分校進行短期學術研究合作與訪問

95.108

198
鳥禽遺傳資源暨動物生技研究中
心

(7)研究
物理系副教授紀凱容108/05/25~108/05/26美國華盛頓差旅費-
美國杜克大學進行學術研究(另製：S300565)

10.794

199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6)進修
行銷系教授黃文仙108/10/20~108/10/31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
校參與教師教學培訓課程

108.539

200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6)進修
行銷系教授黃文仙108/10/20~108/10/31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
校參與教師教學培訓課程

4.93

201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6)進修
電機系教授賴永康108/10/20－10/31至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參與「與標竿學校雙邊教學創新合作－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
習)計畫」培訓課程。

113.564

202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6)進修
會計系助理授王韶濱 108/10/20~108/10/31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
分校參與教師教學培訓課程

109.217

203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6)進修
生管所教授陳姿伶108/10/20~108/10/31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
校參與教師教學培訓課程

110.967



編號 計畫名稱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4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8)實習
法律系副教授陳龍昇108/10/18~108/10/26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
分校參與教師教學培訓課程

104.101

205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1)考察
土環系副教授沈佛亭108/10/20~108/10/31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
分校參與教師教學培訓課程

91.812

206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1)考察
土環系副教授沈佛亭108/10/20~108/10/31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
分校參與教師教學培訓課程

18.519

207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3)訪問
行銷系副教授卓信佑108/10/20~108/10/31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
分校參與教師教學培訓課程

99.847

208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3)訪問
行銷系副教授卓信佑108/10/20~108/10/31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
分校參與教師教學培訓課程

5.265

209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電資學院 (7)研究
光電所劉浚年教授108/9/9－108/11/9至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
分校進行訪問研究

141.895

210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6)進修
教授行銷系魯真108/10/20－108/10/31至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
校參加NCHU教師創新教學出國學習計畫

111.154

211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8)實習
會計系副教授蘇迺惠108/10/20~108/10/30赴美國加州大學戴維
斯分校參與教師教學培訓課程

110.351

212 高營養水稻品系生產與應用 (7)研究
曹懷文博士生8/29-10/12至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進行學術及
學習

26.084

213
永續農業創新發展研究中心-總計
畫

(7)研究
賴盈至8/7-10/8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移地研究機票款(另製：
B1084062562)

4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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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抽報)(清華大學轉撥)107年度新
南向計畫「學術型領域聯盟」(工
程領域)

支出收回-機械系盧昭暉於108/05/15~108/05/25至越南胡志明
市開會及參訪姊妹校之差旅費

-53.477

215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9)業務洽談
國農碩士學位學程行政辦事員方韻筑108/01/22~108/01/26國外
差旅，與泰國曼谷朱拉隆功大學實習交流討論研習

38.955

216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9)業務洽談
國農企學士學位學程陳玟瑾老師國外差旅，
108/01/22~108/01/26與泰國曼谷朱拉隆功大學實習交流討論研
習

32.651

217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7)研究 張怡婷8/19－8/21差旅費(臺灣－泰國曼谷)參加泰國教育工作坊 18.657

218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7)研究
園藝系陳思宏助理教授108/08/19－108/8/21差旅費(臺灣－泰國
曼谷參加教育工作坊)

13.681

219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7)研究
園藝系吳振發教授108/8/19－108/8/24差旅費(臺灣－泰國曼谷)
參加教育工作坊

38.562

220
108年度選送優秀學生出國實習計
畫-『學海築夢』

(8)實習
國政所教授楊三億108/6/22~108/7/4 108學海築夢—赴比利時布
魯塞爾擔任隨隊老師

100.09

221
107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領
域聯盟」計畫(農業)

(9)業務洽談
動科系江信毅老師108/3/12~108/3/14赴菲律賓馬尼拉洽談興大
國際農業中心籌備台美菲國際農業合作案

24.804

222
師資生見學美國夏威夷實驗創新
永續教育計畫

沖轉師培中心白慧娟助理教授借支108/8/30~108/9/13夏威夷教
育見習機票、生活費及保險費等

61.313

223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法政學院 (7)研究
邱明斌-國務所邱明斌108/05/23~108/05/25 赴泰國曼谷法政大
學參與座談會

23.726

224 國際化/交流 (9)業務洽談
鄧文玲組長108/3/28~108/4/01參加「2019年北越臺灣高等教育
展」之差旅費

3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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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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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國際化/交流 (9)業務洽談
王鈞儀參加108/3/28~108/4/01越南河內「2019年北越台灣高等
教育展」之差旅費(另製:S300304)

16.712

226 國際志工-國際處 黃品慈代墊_緬甸志工隊國外出差綜合保險保費共11位 1.978

227 國際志工-國際處 緬甸簽證與代辦費_共11位 23.1

228 國際化/交流 (1)考察
陳牧民國際長2019/06/20－2019/06/24印度海德拉巴台印大學
校長論壇出差旅費。

70.283

229 國際化/交流 (1)考察
陳牧民國際長2019/07/21－2019/07/24泰國曼谷台泰高等教育
論壇出差旅費

33.474

230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理學院 (3)訪問
化學系教授陳繼添108/7/7~108/7/10日本福岡九州大學簽約及參
訪

34.926

231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理學院 (9)業務洽談
奈米所教授黃家健108/07/07－108/07/10赴日本九州大學簽屬學
術合作協議書、交換學生合約及學術交流

33.226

232 國際志工-國際處 (3)訪問 黃品慈108/8/1~108/8/12緬甸仰光國際志工來回機票 14.63

233 國際志工-國際處 (3)訪問 李鳳玉08/8/1~108/8/12_緬甸仰光國際志工來回機票 14.63

234 國際化/交流 (9)業務洽談
國際處王鈞儀108/8/8－108/8/14參加2019年菲律賓馬尼拉,宿
霧-臺灣高等教育展之國外差旅費

5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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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醫工所程德勝所長至越南胡志明市University of
Science(108/11/3－108/11/7)學術交流及簽署MOU之國外差旅
費

28.278

236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3)訪問
工學院教授莊秉潔(108/10/19－108/10/25)之至美國(加州大學戴
維斯分校)洽談交流國外差旅費

68.454

237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工學院 (1)考察
醫工所廖國智副教授(108/07/11－108/07/25)至美國南加州大學
UC Davis學術交流之差旅費

100

238 教師創新教學合作(出國學習) (3)訪問
器醫系劉新梧108/8/25~108/9/10前往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進行標
竿學校雙邊教學創新合作

125.624

239 國際化/交流 (9)業務洽談
植病系鄧文玲副教授108/1/16至108/1/21馬來西亞柔佛主辦海外
微生物與生物科技研習營之國外差旅費

32.614

240 國際化/交流 (9)業務洽談
植病系鄧文玲副教授108/10/24~108/10/26日本大阪參加高2019
大阪臺北高教會議之國外差旅費

30.484

241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生科院 (4)開會
生科系教授黃介辰108/10/28~108/11/6美國波士頓參加「國際
遺傳工程設計競賽」國外差旅費(另製：B1085010805)

113.389

242 國際化/交流 (9)業務洽談
陳牧民國際長108/12/9~108/12/18赴伊拉克庫德斯坦自治區蘇
萊曼尼亞大學學術交流及演講

60

243 國際化/交流
沖轉王鈞儀借支_108/3/28~108/4/01越南河內2019年北越臺灣
高等教育展之團費(另製:S200607)

1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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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國際志工-國際處
沖轉陳牧民借支_帶隊緬甸學生暑期志工108/8/5－108/8/7日支
費

16.604

245 國際志工-國際處 (9)業務洽談 陳牧民帶隊緬甸仰光學生暑期志工108/8/1－108/8/7日支費 14.63

246 國際化/交流 (4)開會
沖轉-物理系副教授紀凱容副國際長借支108/05/26~108/06/03
參加2019年美洲教育者年會(美國華盛頓)差旅費(另製：S201227)

120.541

247 國際化/交流 (4)開會
沖轉-國際處許珮蓉借支參加108/05/26~108/06/03日美國教育
者年會出差旅費及註冊費

132.4

248 國際化/交流
沖轉-廖郁淳108/7/18~108/8/11波蘭參加歐波蘭大學暑期學校帶
隊差旅費【結案日期：108.8.30】

167.794

249 國際化/交流
沖轉精密所教授楊錫杭108/7/12~108/7/20波蘭歐波蘭大學暑期
營隊帶隊老師差旅費

79.191

250 國際化/交流
沖轉國際處鄧文玲老師借支108/7/22~108/7/28108年泰國清邁
招生說明暨教育展差旅費

36.258

251 國際化/交流
沖轉李美瑩借支108/7/22~108/7/27,7/31-108年泰國清邁,曼谷
招生說明會暨教育展

51.322

252 國際化/交流
沖轉-國際長陳牧民108/9/19~108/9/29英國倫敦臺英高等教育論
壇及芬蘭赫爾辛基參與2019歐洲教育者年會 出差旅費

151.242

253 國際化/交流 (9)業務洽談
陳牧民國際長 國際長陳牧民108/9/19~108/9/29英國倫敦臺英高
等教育論壇及芬蘭赫爾辛基參與2019歐洲教育者年會 出差旅費

2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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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國際化/交流
沖轉-鄭渝靜108/9/23~108/9/29芬蘭赫爾辛基參與2019歐洲教
育者年會國外旅費

112.343

255 國際化/交流
沖轉植病系副教授鄧文玲108/9/23~108/9/30芬蘭赫爾辛基參與
2019歐洲教育者年會國外旅費

112.363

256 國際化/交流
沖轉-外文系教授貝格泰108/11/17~108/11/24赴印度加爾各答,
新德里學術交流及招生訪問國外差旅費

92.563

257 國際志工-國際處
沖轉黃品慈借支_緬甸接送機及仰光到計畫地點來回交通費、註冊
費等

94.36

258 國際志工-國際處
沖轉-黃品慈借支_緬甸志工團工作坊(8/1－8/8)餐宿費、計畫期間
內陸交通移動安排、自治區入境費等

98.56

259 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法政學院 (4)開會
沖轉-邱明斌借支108/8/10－108/8/14赴韓國首爾,釜山韓國啟明
大學出差旅費－執行「法政學院厚實特色研究能力計畫:2－3子計
畫」用【結案日期：2019.10.15】

38.442

合計 14196.897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陸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
故未執行、需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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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