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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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銓 (1)考察
劉永銓108/10/22-28至中國南京福斯蒂娜公司參訪(支出分攤計畫
108B1705B金額3,259元)

28.117

2 化學工程學系管理費� (3)訪問 黃智峯108/7/7－7/14赴大陸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參訪 55.63

3 管理學院管理費 (3)訪問 喬友慶7/1-7/5山東濟南企業參訪 11.88

4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1)考察
鄭菲菲108/10/17－108/10/19赴中國上海華東師-海法大學NBA
創新創業沙龍暨科技園企業參訪及考察之差旅費

31.522

5 理學院管理費 (3)訪問
黃文敏老師108/11/16-108/11/21赴大陸廣州參加海峽兩岸大學
生科技文化交流活動交通費及辦公費

10.62

6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分配財金系 葉仕國教授11/20日前往中國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學術交流機票費用 11.729

7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張振豪 (4)開會
張振豪108/07/24-28大陸青島、澳門參加2019 亞洲固態電路研
討會論文選拔會議

52.812

8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楊清淵 (4)開會
楊清淵108/07/24-07/27至大陸青島參加A－SSCC國際研討會論
文審查會議

33.087

9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李宗儒 (4)開會
李宗儒108/06/16-17受邀前往澳門擔任澳門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及
管理學博士生之博士論文答辯會評審

2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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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林寬鋸 (4)開會
林寬鋸教授108.10.09－108.10.13出席南京第五屆海峽兩岸奈米
光電研討會108.10.13－108.10.17鄭州第十五屆海峽兩岸奈米科
學與技術研討會

77.348

11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劉宗榮 (4)開會 劉宗榮108.7.6－7.13至中國上海參加IEEE ICME2019國際研討會 82.811

12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楊清淵 (4)開會 楊清淵108.11.4－11.6至中國澳門參加A－SSCC2019國際研討會 44.148

13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柳婉郁 (4)開會
柳婉郁108年7月22日至24日赴福州參加第十二屆海峽兩岸森林經
理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20.293

14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林月能�

(4)開會
林月能108/09/20－22大陸福州參加2019第十八屆中國金融工程
學會年會

32.538

15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王東安 (4)開會
王東安108/10/19-26中國大陸丹東第三屆海峽兩岸殘餘應力技術
論壇

34.487

16 建教計畫結餘款再運用-李榮和 (4)開會
李榮和108/10/13-10/17大陸重慶參加中國化學會第十九屆全國
催化會議(支出分攤計畫108B1183金額18,828元)

18.549

17 食生系-受贈收入 (4)開會
周奕秀108/8/29-9/1旅費-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
討會－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

20.016

18 食生系-受贈收入 (4)開會
陳俊宏108/8/29-9/1旅費-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
討會－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

20.916

19 食生系-受贈收入 (4)開會
許芳瑜108/8/29-9/1旅費-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
討會－交通費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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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食生系-受贈收入 (4)開會
馮安108/8/29-9/1旅費-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討
會－交通費

16.4

21 食生系-受贈收入 (4)開會
陳佳郁108/8/29-9/1旅費-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
討會－交通費

15.5

22 食生系-受贈收入 (4)開會
謝昌衛老師108/8/29-9/1旅費-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
康研討會－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分攤108L001A $14830)

10.6

23 食生系-受贈收入 (4)開會
李杰修108/8/29-108/9/1旅費-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
康研討會－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分攤：108L0001A
L1082100040 $2,313）

18.603

24 食生系-受贈收入 (4)開會
蔣慎思老師108/8/29-9/1旅費-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
康研討會－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分攤：108L001A
L1082100039 $7,005）

18.425

25 食生系-受贈收入 (4)開會
林雅婷108/8/29-9/1旅費-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與人類健康研
討會－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分攤：108L001A L1082100042
$1,874）

18.142

26 材料系-受贈收入 (4)開會
武東星108.10/25~10/28出席大陸南寧第二屆海峽兩岸氧化鎵及
其相關材料與器件研討會

24.7

27 科技管理研究所管理費 (4)開會
鄭菲菲墊付2019/07/08－07/12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太平洋地區資
訊系統研討會PACIS2019)之註冊費(108B2065配合款-
B1087080049)

16.368

28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4)開會
林金源老師108/08/29-108/09/012018哈爾濱兩岸三地食品安全
與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配合款108RA071
16400元)

9.03

29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4)開會
顏國欽老師108/08/29-108/09/01哈爾濱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
與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配合款108RA071
16400元)

9.03

30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4)開會
吳幸玫108/06/13-108/06/21參加北京2019奈米能源與系統國際
研討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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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4)開會
謝昌衛108/08/29-108/09/01哈爾濱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與人
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
(108H2100分攤10600)(另製#H200346傳票)

14.83

32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4)開會
溫曉薇108/08/29-108/09/01哈爾濱參加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
與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另製#R202948傳票)�
(108RA071分攤7200元)

15.918

33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4)開會
李杰修108/08/29-108/09/01哈爾濱參加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
與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
(108H2100分攤18603元)

2.313

34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4)開會
蔣慎思108/08/29-108/09/01哈爾濱參加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
與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
(108H2100分攤18425元)

7.005

35 校管理費支援學術經費 (4)開會
林雅婷108/08/29-108/09/01哈爾濱參加2018兩岸三地食品安全
與人類健康研討會－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
(108H2100分攤18142元)

1.874

36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管理費 (4)開會

柳婉郁副院長108/10/29－108/11/01 南京參與「第二十屆海峽
兩岸繼續教育論壇」報告討論與行政業務辦理費用。(10/29起
程、10/30－31參與論壇、11/1回程)。(簽准以推廣教育管理費支
應)

21.985

37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分配會計系 (4)開會
許永聲7/5-8參加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Quality

30.1

38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分配企管系 (4)開會
陳家彬2019新時代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國際研討會出差旅費(7/5-
7/9)

37.099

39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 (3)訪問 王品惠10/17－10/19奉派參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創新創業沙龍 36.723

40 管理學院行政作業費分配財金系 (1)考察
葉仕國擔任中國台洲銀行實習交流活動帶隊教師(7/6~7/8)以及應
邀赴中國大陸廈門大學進行學術交流(7/9~7/24)(分攤106B1061
B1087010176 $50000)

1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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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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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榮得主任7/20－22旅費-赴香港地區參展及拜訪校友 28.957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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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榮得-11/9－11香港校友會57周年會慶活動 30.56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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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業務洽談 李超雄主任-108/11/09－10香港校友會會慶及招生說明會差旅費 19.59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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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轉正-李靜觀-108/11/09－10香港校友會會慶及招生說明會
差旅費(原傳票#H200411)

19.04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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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轉正-林清源院長-11/8－10香港校友會會慶及招生說明會差
旅費(原傳票#H200411)

21.001

46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袁鶴齡6/28－7/1前往上海教授[危機管理與商務談判]課程 45.245

47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何純慧7/19~7/23前往上海及越南辦理新生面試活動 10.531

48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吳美玲7/19~7/23前往上海及越南辦理新生面試活動 11.471

49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紀信義7/19~7/23前往上海及越南辦理新生面試活動 11.166

50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卓信佑7/19~7/23前往上海及越南辦理新生面試活動 11.166

51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楊東曉7/19~7/23前往上海及越南辦理新生面試活動 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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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林明宏7/19~7/23前往上海及越南辦理新生面試活動 11.616

53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詹永寬7/19~7/23前往上海及越南辦理新生面試活動 9.791

54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余宗龍7/19~7/23前往上海及越南辦理新生面試活動 9.791

55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楊東曉8/9~8/12前往上海教授[財務策略與管理]課程 46.111

56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徐俊明8/23~8/26前往上海教授[財務策略與管理]課程 39.337

57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喬友慶9/20~9/23前往上海教授[全球動態競爭策略]課程 41.104

58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林明宏9/21~9/22前往上海辦理第10屆開業式暨戈壁挑戰賽招募
等活動

22.213

59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許志義9/20~9/22前往上海教授[資訊科技與競爭優勢]課程 33.288

60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楊東曉9/21~9/22前往上海辦理第10屆開業式暨戈壁挑戰賽招募
等活動

22.213

61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3)訪問 楊東曉10/12~10/14前往上海辦理招生說明會活動 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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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喬友慶10/18~10/21前往上海教授[全球動態競爭策略]課程 40.81

63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張瑞當10/18~10/21前往上海教授[兩岸稅務與法律個案專題]課程 41.01

64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蔡明志10/25~10/28前往上海教授[行銷策略與市場分析]課程 44.651

65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蔡明志11/15~11/18前往上海教授[行銷策略與市場分析]課程 42.361

66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卓信佑11/22~11/25前往上海教授[消費者行為與顧客關係管理]課
程

38.286

67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董澍琦11/21~11/25前往上海教授[國際金融與投資]課程 38.348

68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許志義11/29~12/1前往上海教授[資訊科技與競爭優勢]課程 26.958

69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董澍琦12/5~12/9前往上海教授[國際金融與投資]課程 37.8

70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林金賢12/13~12/16前往上海教授[營運管理與經營決策分析]課程 37.576

71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林丙輝12/13~12/16前往上海教授[企業倫理與永續經營]課程 4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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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陳育成12/6~12/9前往上海教授[企業倫理與永續經營]課程 36.15

73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曹修源12/20~12/22前往上海教授[產業創新與大數據分析運用]課
程

30.337

74 高階經理人(兩岸台商組)-碩專班 (7)研究 林金賢12/27~12/30前往上海教授[營運管理與經營決策分析]課程 37.393

75
價創計畫：廢棄物高值資源化再
製輕質粒料

(3)訪問
王順元08.7.9－12赴大陸蘇州參訪濟寧澤眾公司皮溧陽蘇材公司
旅費

38.604

76
開發從金針菇太空包菇頭萃取多
醣體的技術

(3)訪問
劉永銓108/08/10-108/08/14至中國南京克莉絲汀生物科技工廠
參訪

26.741

77
價創計畫：廢棄物高值資源化再
製輕質粒料

(3)訪問
陳豪吉108.10.8－10.11赴澳門參訪土木試驗室材料檢測中心旅費
(彈性:1195)

34.189

78
價創計畫：廢棄物高值資源化再
製輕質粒料

(3)訪問 王順元108.9.28－10.2赴中國大陸深圳及東莞參訪 37.29

79
開發從金針菇太空包菇頭萃取多
醣體的技術

(1)考察
劉永銓108/10/22-108/10/28至中國南京福斯蒂娜公司參訪(分
攤:108GP02566-C1084050063 $28117)

3.259

80
中興大學-興創智慧機械-新農業產
業加速育成計畫

陳怡君108/11/26－108/11/28深圳大灣區工業博覽會(DMP) 11.621

81
中興大學-興創智慧機械-新農業產
業加速育成計畫

葉湘琳108/11/26－108/11/28深圳大灣區工業博覽會(DMP) 1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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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中興大學-興創智慧機械-新農業產
業加速育成計畫

劉建宏108/11/26－108/11/28深圳大灣區工業博覽會(DMP) 24.065

83
昆蟲系唐立正-舒寧煙霧殺蟲劑藥
效試驗-對外服務收入

(7)研究
唐立正108/09/02-108/09/04廈門執行無毐茶葉病蟲害管理兩岸
合作計畫

14.475

84 機械系劉建宏-對外服務收入 (2)視察 劉建宏108/09/04－108/09/07大陸深圳光博展，參觀展覽 34.795

85
昆蟲系唐立正-舒寧煙霧殺蟲劑藥
效試驗-對外服務收入

(7)研究
唐立正108/11/05－108/11/08貴州貴陽執行無毐茶葉病蟲害管理
兩岸合作計畫

22.924

86 機械系劉建宏-對外服務收入
會計科目轉正-原出國旅費科目，應為大陸旅費(陳怡君2019中國
深圳國際手機殼體材質及加工成型展覽會展出差(4/8－4/12))(原
傳票#D300346)

46.726

87 台灣蟹類誌 (方蟹總科) (4)開會
施習德108/05/26-108/05/30前往大陸香港參加甲殼類年會及
108/05/31-108/06/03前往大陸珠海、楊江、香港移地研究

65.144

88
基於資料驅動階層遞迴神經網路
之進化機器人多目標移動控制學
習

(4)開會
莊家峰108/06/06－06/10至中國桂林參加2019ICACI國際研討會
旅費

47.311

89

適用於人群環繞場所之智慧型自
走式載具發展及其應用-子計畫
六：適用於人群環繞場所智慧型
多自走式載具之AI學習自適應式
自動導航與駕駛控制技術(1/2)

(4)開會 蔡曉萍108/6/9－6/15至中國香港參加MDM2019國際研討會 81.371

90
與環雙核?酸結合的具重要生物功
能的蛋白受体或蛋白複合体的結
構研究(1/3)

(4)開會
周三和108/05/29-06/02赴中國昆明參加第五屆國際蛋白質體學
大會(CPP 2019)旅費

30.182

91
材料表面電荷極化與位移電流的
研究暨其於半導體耦合與感測、
能源之應用

(4)開會
賴盈至108/06/13-06/17到中國北京參加納米能源與納米系統國
際會(NENS 2019)研討會

8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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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1.可見光與氧化還原活性系統在
碳-碳及碳-異原子鍵交互耦合反應
之應用

(4)開會
李進發108/06/27-108/07/06大陸哈爾濱擔任演講第21屆中國科
協年會－海峽兩岸暨港澳綠色發展青年論壇

36.719

93
異質感測器人工智慧整合平台協
助作物之健康預警-作物智慧型健
康預警系統之建立(1/3)

(4)開會
梁育臺專任助理108/7/12-7/14至中國大陸香港參與EAICT國際研
討會

44.832

94
108年度補助教授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差旅費

(4)開會
鄭菲菲108/07/08-108/07/12中國西安出席(PACIS2019)國際學
術會議(分攤108L708-L1087080004)(另製#L200430)

40

95
異質感測器人工智慧整合平台協
助作物之健康預警-作物智慧型健
康預警系統之建立(1/3)

(4)開會 林士桓兼任助理108/7/12-7/14至中國大陸香港參與EAICT研討會 43.045

96
向量值函數空間之間等距算子的
結構研究

(3)訪問
王雅書108/07/19-108/07/26赴中國大陸天津南開大學移地研究
(7/19-7/22)及參加2019 MaO會議(7/23-7/26)

3.705

97
濱水區植物根系對低溪流功率河
床演變之影響

(1)考察
陳樹群108/08/09-108/08/13至中國遼寧大連市參加「中國土壤
學會土壤侵蝕與水土保持專業委員會2019年學術年會」

38.533

98 異質接面量子點氣體感測器研究 (4)開會
吳秋賢108/07/22－07/27至中國澳門參加IEEE-NANO 2019會議
旅費

64.772

99
農業廢棄物再生之高值化抗菌複
合材料關鍵技術與製程開發(3/3)

(4)開會
林耀東108/08/15-08/20赴中國上海擔任ICAEER 2019國際學術
研討會Keynote speaker並發表論文

53.966

100
建構光與電複合式量測平台用以
探索新穎奈米系統之電學傳輸機
制與空間解析光電特徵

(4)開會 林彥甫108/8/17-20至中國北京參加ChinaNano2019會議 67.938

101

超高靈敏度磁振造影暨高溫超導
量子干涉元件之多模態動物癌症
診斷平台-磁振造影/磁粒子造影共
定位與訊號源演算於生醫檢測技
術之開發(1/3)

(4)開會
陳坤麟108/07/22-07/27赴中國澳門參加第19屆IEEE奈米科技國
際會議旅費

6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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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方柱形建築物施工架系統受風效
應之探討(二)

(4)開會 方富民108.9.1－9.6赴中國大陸北京參加ICWAE15會議 74.01

103
應用於新世代太陽能電池之紫質
合成

(4)開會
葉鎮宇108.8/22-8/27赴中國大陸北京參加ACPP－1 會期國際研
討會

69.091

104

網宇實體多移動機器人系統之關
鍵技術研發與其應用(II)-總計畫暨
子計畫一：網宇實體多異質移動
機器人系統之智慧分散式估測控
制與合作協作研究及實現

(4)開會 蔡清池108/07/09至中國香港差旅(參加AIM2019研討會) 34.116

105
開發天然機能飼料添加物於動物
保健之應用-開發天然機能飼料添
加物於動物保健之應用(2/3)

(4)開會
李滋泰108.9/18-9/22至中國濟南應邀參加第十三屆優質雞的改良
生產暨發展研討會暨第十九次全國家禽學術討論會議

34.952

106
交鋒下的拒斥與容受：民國詩話
在社會結構變易下對新文學的理
解與論述

(7)研究
林淑貞108.8/22-8/28至大陸上海蒐集資料暨參加研討會  （8/22
－8/28，共7）

60.434

107
交鋒下的拒斥與容受：民國詩話
在社會結構變易下對新文學的理
解與論述

(1)考察
林淑貞108.9/4-9/9至大陸湖南長沙嶽麓書院考察收集資料及國際
研討會發表論文（09/04－09/09，共6天）

38.685

108
108年度補助教授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差旅費-國務所李長晏

(4)開會 李長晏108/07/03－07/06赴香港出席國際會議差旅費 20

109
開發天然機能飼料添加物於動物
保健之應用-開發天然機能飼料添
加物於動物保健之應用(2/3)

(4)開會
陳志峰108.9/18~9/22中國濟南差旅費參加第十九次全國家禽學
術討論會

34.972

110

解析上品中藥丹參之藥用成份
Tanshinone I 阻斷大腸癌惡性進
展之分子機制與轉譯應用：聚焦
FOXM1致癌轉錄因子與介導大腸
癌幹細胞之訊息路徑

(4)開會
張嘉哲108.8/2-8/6至大陸杭州參加「第四屆食品科學與人類健康
國際研討會」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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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厚朴酚誘導退黑激素生成進而抑
制瀰漫性轉移機轉性研究及動物
活性研究

(4)開會
許美鈴108/09/16－09/18赴中國山西省太原市出席第九屆海峽兩
岸毒理學研討會旅費

31.024

112
2019年海峽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
學術交流會

(4)開會
蔡清池108/09/01－09/04大陸上海參加2019年海峽兩岸機器人
邀請賽及學術交流會旅費

18.334

113
2019年海峽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
學術交流會

(4)開會
杜國洋(高雄科技大學)108/09/01－09/07赴大陸上海參加2019年
海峽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學術交流會旅費

15

114
2019年海峽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
學術交流會

(4)開會
馮玄明(金門大學)108/09/01－09/07大陸上海參加2019年海峽兩
岸機器人邀請賽及學術交流會旅費

14.365

115
2019年海峽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
學術交流會

(4)開會
李祖聖(成功大學)108/09/01－09/04赴大陸上海參加2019年海峽
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學術交流會旅費

13.434

116
2019年海峽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
學術交流會

(4)開會
余國瑞(中正大學)108/09/01－09/07赴大陸上海參加2019年海峽
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學術交流會旅費

15.45

117
2019年海峽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
學術交流會

(4)開會
黃旭志(宜蘭大學)108/09/01－09/07赴大陸上海參加2019年海峽
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學術交流會旅費

15.068

118
2019年海峽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
學術交流會

翁慶昌(淡江大學)108/09/01－09/04赴大陸上海參加2019年海峽
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學術交流會旅費

13.757

119
2019年海峽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
學術交流會

(4)開會
王榮爵(虎尾科大)108/09/01－09/04赴大陸上海參加2019年海峽
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學術交流會旅費

15.45

120
2019年海峽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
學術交流會

(4)開會
郭重顯(台科大)108/09/01－09/07赴大陸上海參加2019年海峽兩
岸機器人邀請賽及學術交流會旅費

15.45

121
2019年海峽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
學術交流會

(4)開會
彭昭暐(中山大學)108/09/01－09/07赴大陸上海參加2019年海峽
兩岸機器人邀請賽及學術交流會旅費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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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網路成癮的原因與影響：科技與
社會的觀點

(4)開會
陳明惠108/10/9-10/13至中國大陸大連參加第七屆兩岸科技管理
學會暨研討會

31.177

123
行動圖書館對偏鄉兒童的社會影
響之探究

(4)開會
宋慧筠108/10/24-10/28赴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參與2019
Symposium on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Access Disparities in
Society（TIDS 2019）研討會並提供專題演講

3.073

124
基於深度學習之手掌靜脈辨識及
其硬體加速器之設計

(4)開會
張振豪108/11/03-108/11/06中國澳門參加 2019 A－SSCC國際
研討會

53.462

125
外生因素或內生因素：東歐、高
加索與中亞地區中小型國家的安
全策略

(4)開會 楊三億108/11/4-11/6赴中國大陸天津參加兩岸歐盟論壇 22.192

126
材料表面電荷極化與位移電流的
研究暨其於半導體耦合與感測、
能源之應用

(4)開會
賴盈至108/11/08-108/11/11中國重慶2019第三屆納米發電機與
微納系統研討會

47.699

127
VSR製程對於金屬的內磨耗與疲勞
階段演進機制

(4)開會
吳威德108.10/21-10/25至中國大陸丹東參加國際會議(2019
Internatinoal Residual Stress Symposium)

36.35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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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13－17赴中國河北石家莊參加第七屆中國古文書學
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

12.293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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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7－10赴中國北京國際學術研討會（對話古代中
國《晏子春秋》先秦諸子研究發表論文

4.65

130
具遺失訊息下混合因子分析模式
之自動學習

(4)開會
林宗儀108/12/18－108/12/22至中國大陸杭州參加ICSA2019國
際研討會

48.107

131
Figa-Talamanca-Herz 代數之間
非線性 2-局部完全有界算子的結
構研究

(4)開會
王雅書108/12/9－12/13赴中國大陸海南省三亞參加"Operator
Algebra and Harmonic Analysis"國際會議

15.314

132
以木質素/纖維素製備活性碳纖維
複合材料在可穿戴式織物能源儲
存元件之應用

(4)開會
李榮和108/10/13-10/17參加中國重慶大學所舉辦之第十九屆全
國催化研討會(分攤:108GP03792 C1084050074 $18,549)

1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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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材料表面電荷極化與位移電流的
研究暨其於半導體耦合與感測、
能源之應用

計畫轉正(106B1368部分轉至108S0604)-收回賴盈至108/06/13-
06/17到中國北京參加納米能源與納米系統國際會(NENS 2019)研
討會部份機票費(原傳票#B208876)(另製傳票#S400104)

-11.8

134
農業廢棄物再生之高值化抗菌複
合材料關鍵技術與製程開發(3/3)

轉正(108B1020部分轉至108S0022I分攤支應)-收回林耀東
108/08/15-08/20赴中國上海擔任ICAEER 2019國際學術研討會
Keynote speaker並發表論文(分攤:108S0022I S1082080200
50,000元)(另製傳票#S400123)

-50

135
厚朴酚誘導退黑激素生成進而抑
制瀰漫性轉移機轉性研究及動物
活性研究

經費用途轉正-收回許美鈴108/09/16-108/09/18赴中國山西省太
原市出席第九屆海峽兩岸毒理學研討會旅費(原傳票#B213353)

-31.024

136
厚朴酚誘導退黑激素生成進而抑
制瀰漫性轉移機轉性研究及動物
活性研究

經費用途轉正-許美鈴108/09/16-108/09/18赴中國山西省太原市
出席第九屆海峽兩岸毒理學研討會旅費(原傳票#B213353)

31.024

137
臺中市108年度公共設施管線資料
調查暨系統更新擴充第7期計畫委
託監審案(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4)開會
高書屏老師108/11/27－12/1大陸杭州參加第13屆中國智慧城市
大會(108.12.06檢附出國報告)

32.654

138 水保系林德貴-審查服務收入 (4)開會
林德貴108/06/13-16至福建省平潭參加海峽兩岸水保科技論壇暨
福建省水土保持學會2019學術年會(108.06.28檢附出國報告)

3.995

139
基於法院判決書之人物標注與社
群結構檢索系統

(4)開會 范耀中副教授108/11/3－7日赴香港參加EMNLP研討會 76.096

140
動態邊緣計算於無人機影像之農
作物識別

(4)開會
楊明德108/11/19－11/22至北京參加亞洲區域5G合作項目系列
活動之機票日支費

47.162

141
動態邊緣計算於無人機影像之農
作物識別

(4)開會
許鈺群108/11/17－11/22至北京參加亞洲區域5G合作項目系列
活動之機票日支費

53.113

142 台灣蟹類誌 (方蟹總科) (4)開會
施習德108/05/26-108/05/30前往大陸香港參加甲殼類年會及
108/05/31-108/06/03前往大陸珠海、楊江、香港移地研究

2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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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稀有物種數之預測 (3)訪問
沈宗荏108/5/30－6/2赴中國大陸成都中科院成都生物所訪問與
學術交流(移地研究)

10.586

144
發展DNA抑制劑以阻斷茲卡病毒
經由性行為傳播

(3)訪問
趙黛瑜108/03/31-108/04/02赴中國廣州中國科學院廣州生醫藥
研究所演講與洽談合作旅費

13.7

145
晚清英人對閩江下游水文知識的
建構與運用

(7)研究
游博清108/6/30-7/3至中國大陸香港執行科技部計畫，赴香港大
學移地研究

25.767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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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訪問
林彥甫108/06/18-06/23赴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術移地研究
旅費

40

147
向量值函數空間之間等距算子的
結構研究

(3)訪問
王雅書108/07/19-108/07/26赴中國大陸天津南開大學移地研究
(7/19-7/22)及參加2019 MaO會議(7/23-7/26)

22.96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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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考察 陳樹群108.7/21－29至中國成都移地研究差旅費 88.811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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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訪問
馮正一108.7/21-7/29至中國成都進行科技部兩岸合作計畫「移地
研究」－赴大陸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成都理工大學

60.851

150
信用違約交換市場流動性風險溢
酬的探討以及其對債券利差之意
涵

(1)考察

葉仕國擔任中國台州銀行實習交流活動帶隊教師(108/07/06-
108/07/08)以及應邀赴中國大陸廈門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108/07/09-108/07/24)(分攤108M701-M1087010072)(另製
#M200453)

50

151
利用生物炭改良芹菜與薑作物連
作障礙問題 (兩岸合作研究)(1/3)

(7)研究
賴鴻裕108/08/29-08/31至中國福建省福州市農林大學研究交流
旅費

20.719

152
利用生物炭改良芹菜與薑作物連
作障礙問題 (兩岸合作研究)(1/3)

(7)研究 鍾文鑫108/08/29-08/31至中國福建省福州市農林大學研究交流 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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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利用生物炭改良芹菜與薑作物連
作障礙問題 (兩岸合作研究)(1/3)

(7)研究 鄒裕民108/08/29－08/31至中國福建省福州市農林大學研究交流 22.519

154
利用生物炭改良芹菜與薑作物連
作障礙問題 (兩岸合作研究)(1/3)

(7)研究 劉雨庭108/08/29-08/31至中國福建省福州市農林大學研究交流 20.719

155
利用生物炭改良芹菜與薑作物連
作障礙問題 (兩岸合作研究)(1/3)

(7)研究 林佳佳108/8/29-8/31至中國大陸福州 福建農林大學移地研究 8.416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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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31-08/07赴中國湖北武漢參與海峽兩岸古教學交
流移地研究

23.481

157
發展DNA抑制劑以阻斷茲卡病毒
經由性行為傳播

轉正經費用途-趙黛瑜108/03/31-108/04/02赴中國廣州中國科學
院廣州生醫藥研究所演講與洽談合作旅費(原傳票B207940)

-13.7

158
發展DNA抑制劑以阻斷茲卡病毒
經由性行為傳播

轉正經費用途-趙黛瑜108/03/31-108/04/02赴中國廣州中國科學
院廣州生醫藥研究所演講與洽談合作旅費(原傳票B207940)

13.7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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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菲菲老師06/21－0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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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1起
程、06/22課程、06/23回程)。依06/20美金匯率31.2計算

33.472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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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1－0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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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1起
程、06/22－23課程、06/25回程)。依6/20美金匯率31.2計算

41.19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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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8－0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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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8
起程、07/19課程準備、07/20－21課程、07/22回程)。依7/17美
金匯率31.12計算

42.88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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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智薰老師8/2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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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3起程、08/24 課程、08/25回
程)。依8/22美金匯率31.425計算

3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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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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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志老師8/2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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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3起程、08/24 課程、08/25回
程)。依8/22美金匯率31.425計算

34.153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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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08/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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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起
程、08/24－25課程、08/26回程)。依8/22美金匯率31.425計算

42.659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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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1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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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起
程、10/26－27課程、10/28參訪、10/29回程)。依10/24美金匯
率30.625計算

54.754

合計 47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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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