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七、赴大陸計畫執行情形報告表 

中 華 民 國 107 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來源 赴大陸計畫 
名稱 

預算 
金額 

決算 
金額 赴大陸類別及工作內容簡述

起迄 
日期 

地點 赴大陸人員 報告提出 
日期 

報告建議採納情形 

備註 
省 城市

服務 
單位 

(部門) 
及職稱 

姓名 年 月 日 建議 
項數 

已採行

項數

未採行

項數 
研議中

項數

學雜費收入 赴大陸廈門高校參訪暨

招生宣講計畫 65,464 48,781 
林益永副教授 107/4/10~4/13
赴大陸廈門高校參訪暨招生

宣講計畫 
107/4/10-4/13 福建 廈門 國際事務處 鄭經偉、林益

永         

學雜費收入 
赴浙江省浙江大學公共

管理學院移地教學及學

術交流 
50,000 40,779 

財稅系許義忠教授 3/28~4/1
赴浙江省浙江大學公共管理

學院移地教學及學術交流 
 

107/3/28-4/1 浙江  財稅金融稅系-教授 許義忠         

學雜費收入 赴大陸河南高教考察暨

招生宣講 124,598 109,051 
國際處赴大陸河南高教考察

暨招生宣講計畫 107/4/23-4/27 河南  國際事務處 鄭經偉、林益

永、林育秀         

學雜費收入 赴北京財貿 60 週年校慶

活動出差旅費 40,542 36,314 
代表學校赴北京財貿 60 週年

校慶活動 107/06/22-25 北京  資訊與流通學院 黃秀美、林心

慧         

學雜費收入 赴大陸福建進行國際交

流 100,000 79,193 
護理系 7/23-26 赴大陸福建進

行國際交流 107/7/23-26 福建  護理系 陳筱瑀、陳夏

蓮、吳素琴         

教師參加國內

外學術會議與

專業競賽補助 

赴大陸武漢參加

2018IMS 研討會 30,000 30,000 
陳明宏副教授 8/4-11 赴大陸

武漢參加 2018IMS 研討會 107/8/4-11 湖北 武漢  陳明宏        
科技部補助，報

告由出國人員

交科技部 
教師參加國內

外學術會議與

專業競賽補助 

赴大陸青島出席國際研

討會發表文章 20,847 20,847 
吳明哲教授 7/20-24 赴大陸青

島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文章 107/7/20-24 山東 青島
保險金融管理系 

-教授 吳明哲        
科技部補助，報

告由出國人員

交科技部 

學雜費收入 
赴大陸淮陰師範學院

2018 兩岸大學生運河文

化體驗營 
50,000 17,170 

張致苾副教授 107/07/10~14
帶領學生赴大陸淮陰師範學

院 2018 兩岸大學生運河文化

體驗營 

107/07/10~14 江蘇 淮陰 應用中文系-副教授 張致苾         

學雜費收入 
赴大陸地區－廈門大學

進行兩岸學術及產業交

流活動 
150,000 149,286 

商學院 10/16-19 赴大陸地區

－廈門大學進行兩岸學術及

產業交流活動 107/10/16-19 福建 廈門 商學院 

林銘昌、李國

瑋、闕廷瑜、

龔慧珠、陳庭

萱、朱蘊（金

廣） 

        

學雜費收入 上海同濟大學等校參訪

交流 100,000 99,000 
設計學院助理教授 10 月 21 日

至 24 日至上海同濟大學等校

參訪交流 
107/10/21-24 上海  設計學院 魏明仕、吳銜

容、李本育         

學雜費收入 赴澳門參加 2018 澳門臺

灣高等教育展 89,361 67,492 
國際處 10/12-15 赴澳門參加

2018 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 107/10/12-15 澳門  國際事務處 蔡嬌燕、蔡瑋

燁         

8 項自籌收入 

赴寧夏執行 107 年大陸

及港告地區交流計劃

「申辦 2021 大學生語言

文學暨文化國際學術研

討會 

24,000 24,000 

應中系洪錦淳副教授 10/12-15
赴寧夏執行 107年大陸及港澳

地區交流計劃「申辦 2021 大

學生語言文學暨文化國際學

術研討會」 

107/10/12-15 寧夏  應用中文系-副教授 洪錦淳         



經費來源 赴大陸計畫 
名稱 

預算 
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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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收入 至西安、廈門姊妹校進

行學術交流 51,098 36,827 
國際處 12/3-6 至西安、廈門姊

妹校進行學術交流 107/12/3-6 
西安

福建
 國際事務處 林益永         

學雜費收入 

赴南昌參訪 2019 年鄱陽

櫻花節規劃及執行規劃

洽談國際產業、實習業

務及學術交流 

32,000 29,933 

林銘昌助理教授 107 年 12 月

15日至 12月 20日赴南昌參訪

2019 年鄱陽櫻花節規劃及執

行規劃洽談國際產業、實習業

務及學術交流。 

107/12/15-20 江西 南昌 商學院-助理教授 林銘昌         

學雜費收入 赴香港教育大學進行國

際學術交流 100,000 100,000 
語文學院 12/09－12 赴香港教

育大學進行國際學術交流 107/12/9-12 香港  語文學院 
廖芮茵、洪錦

淳、張群、關

磊麗、林勤敏 
        

學雜費收入 赴香港參加香港臺灣高

等教育展 82, 008 36,172 
國際處 11/1-4 赴香港參加香

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107/11/1-4 香港  國際事務處 楊千霈         

學雜費收入 赴鄭州濟源職業技術學

院文化營 50,000 18,706 
蔡纓勳副教授 107 年 12 月 10
－15 日帶領學生赴鄭州濟源

職業技術學院文化營 
107/12/10-15 河南 鄭州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

系-副教授 蔡纓勳         

學雜費收入 
赴上海-上海大學、交通

大學學術合作交流及參

訪 
100,000 99,910 

資訊與流通學院 12/16－18 赴

上海-上海大學、交通大學學

術合作交流及參訪 107/12/16-18 上海  資訊與流通學院 

范敏玄、姜琇

森、劉冠顯、

陳永隆、洪啟

舜、陳民枝 

        

8 項自籌收入 

私人或團體珍貴文書調

查及審選：民國 38 年以

前及特定事件檔案委託

研究案 

16,853 16,853 

任天豪 107/09/07~107/09/09
至中國長春參加國際會議 

107/9/7-9 吉林 長春 通識中心-副教授 任天豪        

「無須提出報

告 」 依 據

103.4.28 教育部

所屬機關學校

公務出國報告

追蹤及管理作

業研習會紀錄 

8 項自籌收入 (107038F)台灣衛浴空間

環境之衛生性研究 30,268 30,268 

李孟杰8/16－8/19帶領學生至

香港參與 2018 美國冷凍空調

學會國際研討會(2018 
ASHRAE CRC) 107/8/16-19 香港  室內設計系-教授 李孟杰        

「無須提出報

告 」 依 據

103.4.28 教育部

所屬機關學校

公務出國報告

追蹤及管理作

業研習會紀錄 

8 項自籌收入 

私人或團體珍貴文書調

查及審選：民國 38 年以

前及特定事件檔案委託

研究案 

12,833 12,833 

任天豪 107/10/12~107/10/15
至中國武漢參加國際會議 

107/10/12-15 湖北 武漢 通識中心-副教授 任天豪        

「無須提出報

告 」 依 據

103.4.28 教育部

所屬機關學校

公務出國報告

追蹤及管理作

業研習會紀錄 

8 項自籌收入 資管系-資料串流中可還

原式反分群技術之研究 70,000 54,634 
林真伊 1070617－1070620 赴

中國廣州參加國際研討會並

發表論文 
107/6/17-20 廣東 廣州 資訊管理系-副教授 林真伊        

科技部補助，報

告由出國人員

交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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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項自籌收入 
資管系-以腦波特徵為基

礎探討不同壓力負荷程

度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70,000 35,104 

姜琇森7/15－7/22至中國成都

參與 ICMLC 2018 研討會 
107/7/15-7/22 四川 成都 資訊管理系-教授 姜琇森        

1.科技部補助流

入 35,000 元 
2.科技部補助，

報告由出國人

員交科技部 

8 項自籌收入 

國貿系-中國大陸產業轉

移與中西部區域經濟發

展－地方政府政策與企

業經營策略的分析 

90,000 87,281 

郭永興老師 8/14-25 因科技部

計畫，前往中國上海、成都及

重慶進行田野調查 107/8/14-25 
上海

四川
 

國際貿易與經營系-
教授 郭永興        

科技部補助，報

告由出國人員

交科技部 

8 項自籌收入 

企管系－生存遊戲:探討

智慧型手機的品牌應用

程式消費者採用後之行

為 

86,000 43,376 

李家瑩 8/24-27 赴香港大學參

加 The 24th Cross Strait 
Conferenc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CSIM2018)研討會 

107/8/24-27 香港  企業管理系-教授 李家瑩        
科技部補助，報

告由出國人員

交科技部 

8 項自籌收入 
"通識中心-1910 年代中

的胡惟德與北京政府的

外交官世代" 
14,403 14,403 

任天豪 107/10/19~107/10/21
至中國上海參加國際會議 

107/10/19-21 上海  通識中心-副教授 任天豪        

「無須提出報

告 」 依 據

103.4.28 教育部

所屬機關學校

公務出國報告

追蹤及管理作

業研習會紀錄 

8 項自籌收入 

流管系-從消費者角色探

討合購網站服務失誤之

顧客反應模式：人格特

質、產品服務類型的調

節效果(結案日期

106.03.23) 

41,045 41,045 

林心慧 1070822-0825 赴澳門

出席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dicinal Plants and 
Bioeconomy (ICMPB) and the 
1st Sino－CPLP Symposium 
on Natural Products and 
Biodiversity Resources 
(SNPBR) (ICMPB 及 SNPBR 
2018) 

107/8/22-25 澳門  流通管理系-教授 林心慧        

「無須提出報

告 」 依 據

103.4.28 教育部

所屬機關學校

公務出國報告

追蹤及管理作

業研習會紀錄 

8 項自籌收入 
流管系-考慮商品組合之

裝箱問題: 裝箱順序之

決定及求解效率之改善 
50,000 50,000 

陳榮昌老師於 107/8/4 至

107/8/10 到中國武漢參加國外

研討會 
107/8/4-10 湖北 武漢 流通管理系-副教授 陳榮昌        

科技部補助，報

告由出國人員

交科技部 
合     計  1,659,312 1,429,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