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政府補助收入)
中華民國 110 年 1-6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主冊-管理學院國際交流經費

類別及內容簡述
開會

110/6/1-6/4 參加 AACSB 評鑑認證研討會 註冊費,AACSB 評鑑認證線

執行數

備註

20.605

上研討會 手續費
全校型-(F)iGEM 2021 競賽

開會

2021 iGEM 國際比團隊賽第一階段註冊費 USD5,500 元-帶領師生參加

154.412

預計 110/10 月底-110/11 月初，舉辦之美國波士頓 2021 國際遺傳工
程線上競賽(簡稱 iGEM)
全校型-研究團隊-前瞻衛星成像之
數學理論與超穎光柵設計

合

開會

110/3/24-110/3/26 於線上參加 WHISPERS 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7.054

(僅報支註冊費)

計

18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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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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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0 年 1-6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專利事務所費用(案號 098-032DP、 訪問

108/10/11-10/21 至澳大利亞參訪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及

098-033DP)〈技轉權利金〉-

Queensland of Technology 國外出差旅費。

結合以太坊與多接取邊緣運算之去

開會

視訊會議/109/11/02-06 希臘.羅得島參加 2020 IEEE International

中心化 5G 物聯網架構研究

Congress on Cybermatics 線上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不同結構程度網路學生出題策略：系 開會

視訊會議/109/11/23-109/11/27 澳洲達爾文參加 ICCE2020 國際線上

統建置、教學設計與成效評估

會議並發表論文註冊費

訊息生成、辨識與管理平台(1/3)

開會

視訊會議/109/12/10~109/12/13 美國亞特蘭大參加 IEEE big data

執行數
13.218
9.028
4.400
7.257

國際線上會議並發表論文
運用資料融合技術增進水文地質模

開會

型精準度之研究(1/3)
訊息生成、辨識與管理平台(1/3)

視訊會議/參加美國地球物理聯盟 AGU Fall Meeting 線上研討會註冊

7.490

費
開會

視訊會議/109/12/07~109/12/10 荷蘭海牙參加 IEEE/ASONAM 國際

7.257

線上會議並發表論文
基於行程預測及路徑規劃之智慧型

開會

視訊會議/109/12/07~109/12/10 荷蘭海牙

8.721

開會

視訊會議/109/11/16~109/11/20 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參加

5.787

先進旅行者資訊系統
隱私保護社群資料探勘及其應用
(3/3)-餘款繳回(哥倫布計畫)
科技部專題計畫結餘款

EMNLP2020 國際線上會議並發表論文
開會

108/10/11-108/10/21 澳大利亞;布里斯本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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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34

備註

108/10/14-108/10/17 出席 Tissue Engineering &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Society – Asia Pacific Chapter <br>and
the 7th Asia Biomaterials Congre
建築基地綜合設計私有開放空間公

開會

共性之研究

視訊會議/109/11/05~109/11/08 加拿大多倫多出席 Association of

4.629

Collegiate Schools of Planning 研討會及發表研究成果(因疫情關
係，採線上簡報方式進行會議)並發表論文

超能斯特感度氧化物延伸閘極電晶

開會

體式酸鹼度感測器之研製(3/3)
整合視聽覺之多使用者自然語言對

視訊會議/109/11/19~109/11/19 參加 2020AIChE 美國化工年會，發

2.828

表論文(口頭報告)(原地點：美國舊金山)】
開會

話系統

視訊會議/109/12/18~109/12/21 南韓大邱因役情影響改成線上視

17.100

訊，參加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ange Technology
(ICOT 2020)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舉辦會議地點：Daegu, South
Korea (南韓大邱)

HAN 液態單基推進劑電解解離特性

開會

研究
關鍵基礎設施資安防護-以水資源為

視訊會議/110/01/25~110/01/25 赴出席 38th International

9.432

Symposium on Combustion 研討會(原出差地：德國，比勒費爾德
開會

重點

視訊會議/110/01/22~110/01/24 日本東廣島 ICAROB 2021 國際研討

13.786

會並發表論文 2 篇，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改採線上視訊會議於 110 年 1
月 22~24 日線上參與會議

失智者的財務安全與失智友善社區

開會

之研究
利用紙漿黑液硫酸鹽木質素開發生
質再生劑用以回復老化瀝青膠泥之

視訊會議/109/12/10-12/12 參加新加坡 34th International

8.551

Conference of Alzheimer's Disease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報支註冊費
研究

視訊會議/109/10/13~109/10/23 美國華盛頓機場鋪面工程技術研討
會,因疫情原因改由線上研討會方式進行

流變與化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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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57

貨運車輛駕駛員偏差駕駛行為分析

開會

及駕駛風險等級評估之研究
幾何視錯覺在產品設計中的應用研

視訊會議/110/01/21~110/01/29 臺美國.華盛頓 2021 TRB Annual

11.977

Meeting(因疫情關係，採線上簡報方式進行會議)並發表論文
開會

究（Ⅱ）

視訊會議/110/01/25~110/01/26 日本大阪大學參加 International

52.532

Joint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Media and Engineering
(IJCIME2020)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由於 COVID-19 疫情關係改由線上
會議，共 4 篇報告。並發表論文

應用電腦輔助漸層調和配色於 3C 產

開會

品與文創包裝色彩配色之研究

視訊會議/110/01/25~110/01/26 日本大阪大學參加 International

52.532

Joint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Media and Engineering
(IJCIME2020)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由於 COVID-19 疫情關係改由線上
會議，共 4 篇報告。並發表論文

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新世代車用

開會

視訊會議/109/11/24-109/11/27 日本靜岡縣濱松市參加 2020 年 the

動力驅動關鍵模組整合設計之智能

23rd ICEMS2020-Hamamatsu 國際會議(會議及論文發表)-參與視訊

化平台建置(3/3)

會議，申請會議註冊費(110/01/18)

廠商建教計劃結餘款

開會

視訊會議/109/10/24-109/11/07 參加線上會議應用超導年會

9.901

7.230

(ASC2020 註冊費)--純視訊會議，無實體會議地點(110/01/27)
AI 於生醫之認知雲端與神經型態運

研究

核退款-國外旅費項下憑證第 4 期 70 號列支 107 年 8 月 18 日至 9 月 3

算-深度學習與人及機器的互動對阿

日赴加拿大移地研究，出國期間已逾 15 日，溢支之生活費計 11,418

滋海默的早期發現(1/4)

元，繳回科技部。

量子電子元件與人工智慧於半導體

研究

至比利時 IMEC 執行哥倫布移地研究計畫

產業之應用 : 機器學習導向之量子
傳輸模擬及與現今半導體製程相容
之新穎元件製作(3/5)--餘款繳回(哥
倫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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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8

287.816

量子電子元件與人工智慧於半導體

研究

至比利時 IMEC 執行哥倫布移地研究計畫

21.747

研究

至比利時 IMEC 執行哥倫布移地研究計畫

230.202

研究

109/07/28-110/07/27 至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進行移地研究。國

335.004

產業之應用 : 機器學習導向之量子
傳輸模擬及與現今半導體製程相容
之新穎元件製作(3/5)--餘款繳回(哥
倫布計畫)
量子電子元件與人工智慧於半導體
產業之應用 : 機器學習導向之量子
傳輸模擬及與現今半導體製程相容
之新穎元件製作(3/5)--餘款繳回(哥
倫布計畫)
資料重建的數學核心技術與應用
(2/5)--餘款繳回(哥倫布計畫)
發展台日地震-大氣-電離層耦合觀

外出差旅費(移地研究)
開會

視訊會議/109/12/01~109/12/17 參加 AGU Fall Meeting 線上會

9.307

議，並線上發表論文

測衛星星系任務-發展台日地震-大
氣-電離層耦合觀測衛星星系任務:彈
性支用額度 25,000 元(沙克爾頓計畫
-餘款繳回憑證不繳回)
空氣污染、兒童考試分數與發育遲緩: 開會

收回 108/12/07-108/12/14 日本小樽市;新加坡新加坡市：

彈性支用額度為 23,820 元

108/12/07-11 至日本出席 AWEHE 會議，繳回部分已供膳日支生活費。

金屬材料電致晶粒細化機制研究

開會

(3/3)
次中尺度海洋過程與粗糙地形上海
洋混合之整合研究-子計畫：西方邊

視訊會議/因疫情影響參加 TMS2021 改採線上視訊會議註冊費

-2.716
13.345

(USD470 元),刷卡手續費(原舉辦地點：美國奧蘭多
開會

視訊會議/參與 109 年 12 月 16 日 AGU 2020 FALL MEETING 線上研
討會報名費(原出差地點：美國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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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4

界流中剪力不穩定波之生成機制及
變化研究(Ⅱ)
次中尺度海洋過程與粗糙地形上海

開會

視訊會議/109 年 12 月 16 日參與 AGU 2020 FALL MEETING 線上研

洋混合之整合研究-子計畫：西方邊

討會摘要費,AGU 2020 FALL MEETING 線上研討會報名費(原出差

界流中剪力不穩定波之生成機制及

地：美國舊金山)

9.267

變化研究(Ⅱ)
WWOX 結構和磷酸化 在免疫和抗

開會

視訊會議/110/1/23-110/1/26 新加坡參加 Webinar on Materials

癌反應中的作用-WWOX / MEK1 複

Science,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國際線上會議並發表論文註冊

合物作為控制癌細胞死亡的主開關

費

11.498

(2/3)
具可攜式無線尿液檢測與預防心血

開會

視訊會議/110/02/13-22 出席 110 年度美國舊金山舉辦之 ISSCC 線上

10.521

虛擬會議會議報名費,手續費

管疾病之晶片系統與平台-總計畫暨
子計畫一：無線電化學式尿液檢測系
統晶片(1/2)
金屬材料電致晶粒細化機制研究

開會

視訊會議/110/03/15-110/03/18 因疫情影響致 TMS2021 研討會改線

(3/3)

上視訊舉辦註冊費(USD180 元)(原地點：美國奧蘭多)

產業廢棄物料數據應用開發：產業資 開會

視訊會議/參加第十四屆生態平衛研討會 EcoBalance Conference

源循環網路及產業排放預警模式

2020 註冊費(原舉辦地：日本仙台)

語料庫為本之西班牙語虛擬式理解

開會

習得研究：來自輸入資訊處理之證據
以鎳雙金屬觸媒加氫處理高酸價植
物油以製備生質油之研究

視訊會議/110/02/26-27 西班牙.卡斯特利翁線上參加「以西語為外語

5.111
4.234
0.691

之西語教師國際研討會」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開會

視訊會議/110/03/15~110/03/18 參加 2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hemical and Process Engineering (CHISA 2021 Virtually) 線上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原舉辦地：捷克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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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4

在運輸模態改變下廢棄汽車蘊含之

開會

資源量未來變化之模擬：從物質流及

視訊會議/110 年 3 月 4 日至 5 日「Ecobalance2020 國際線上研討會」

4.142

註冊費(原舉辦地點：日本橫濱)

能源足跡分析(2/3)-餘款繳回(愛因
斯坦計畫)
在運輸模態改變下廢棄汽車蘊含之

開會

視訊會議/110 年 3 月 15 日-19 日參加「3RINCs2021 國際線上研討

12.248

會」註冊費(原舉辦地：日本東京)

資源量未來變化之模擬：從物質流及
能源足跡分析(2/3)-餘款繳回(愛因
斯坦計畫)
結合動態特徵深度學習與多需求路

開會

徑規劃之研究
高齡者戶外運動健身器材運動處方

12.211

發表論文之國外會議註冊費(原舉辦地：波蘭/弗次瓦夫市)
開會

實證開發與驗證
在運輸模態改變下廢棄汽車蘊含之

視訊會議/110 年 4 月 7 日-4 月 10 日參加 ACIIDS2021 線上研討會並
視訊會議/110/02/04-110/02/19 美國印第安納洲市;出席 TALS 國際線

1.421

上會議並發表
開會

視訊會議/110 年 3 月 4 日-5 日參加「EcoBalance2020 國際線上研討

11.271

會」註冊費(原舉辦地：日本橫濱)

資源量未來變化之模擬：從物質流及
能源足跡分析(2/3)-餘款繳回(愛因
斯坦計畫)
台灣文創產業轉型創意生態之研究-

開會

視訊會議/110/03/23-110/03/26 日本京都;出席 ICCPR 2020 國際線

5.838

上會議並發表

台南市影視產業生態中介人才發展
觀點
利用系統多因子技術探討決策歷程
的突現特質：從個人決策到團體決策

開會

視訊會議/110/02/09-110/02/13 美國華盛頓州參加國際會議、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SPSP) 2021 annual
convention 國際線上會議並發表論文(11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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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1

金屬材料電致晶粒細化機制研究

開會

(3/3)
金屬材料電致晶粒細化機制研究

7.163

研討會註冊費(USD250 元),國外交易手續費(地點：美國北卡羅萊納州)
開會

(3/3)
類比式電阻轉換記憶體研發及其電

視訊會議/110/4/12-4/15 因疫情影響參與 IMAPS-DPC2021 線上會議
視訊會議/110/3/15-3/18 因疫情影響參加 TMS2021 線上會議註冊費

7.117

(USD250 元),國外交易手續費(原地點：美國奧多)
開會

視訊會議/110/4/11-4/13 因疫情影響參加 MCFM2021 線上研討會註

子傳輸行為研究

冊費(USD45)(原地點：美國紐約)

逐霸國家的同盟構建：戰國時代的實 開會

視訊會議/110/04/06-110/04/09 美國康乃迪克州參加 2021 年美國國

踐及其對當代權力轉移的啟示

際政治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ISA)國際線上研

1.254
13.653

討會註冊費(110/04/19)
計算熱力學輔助新材料設計：資料庫 開會

視訊會議/110 年 3 月 15 日-18 日美國 TMS2021 出席國際研討會註冊

開發及其應用(2/5)-餘款繳回(哥倫

費(TMS2021),國際研討會註冊費國外交易手續費手續費

布計畫)

(TMS2021)(原舉辦地：美國奧蘭多)】

通用高效馬達鐵芯衝黏技術開發之

開會

馬達鐵芯結構特性與模擬分析檢測
科技部專題計畫結餘款

視訊會議/109/11/28/-109/12/01 出席 ICATI2020 研討會國外出差旅

9.952

9.000

費(原出差地：日本，沖繩)
開會

因故無法成行/原預定 109/02/21~109/03/31 至英國利物浦雙邊短期

7.650

研究訪問案因疫情取消之機票退票費用
科技部專題計畫結餘款

進修

109/3/1-109/3/29 加拿大多倫多第 58 屆國外短期研究。國外出差旅

63.393

費(進修研究實習)-申請住宿費手續費(原短期研究期間為
109/3/1-109/9/1，因應 COVID-19 疫情爆發，提早返國並變更研究
期限自 109/3/1-3/29)
電漿、光媒與固體中古典波動的超導 研究

(1)受邀於 110/1/11-2/17 參與日本東京大學電漿實驗合作並執行科技

體型式二級相變之實驗演示-部分餘

部移地研究。(2)於 12/17 日接獲日本航空通知原定 2/18 返台航班取

款繳回

消，改以 2/20 航班接應，返台日期延至 1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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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70

電漿、光媒與固體中古典波動的超導 研究

(1)受邀於 110/1/11-2/17 參與日本東京大學電漿實驗合作並執行科技

體型式二級相變之實驗演示-部分餘

部移地研究。(2)於 12/17 日接獲日本航空通知原定 2/18 返台航班取

款繳回

消，改以 2/20 航班接應，返台日期延至 110/2/20

量子場論在宇宙學中的問題

研究

(二)(1/3)
發展台日地震-大氣-電離層耦合觀

109/08/29-110/01/26 美國;Gainesville 發表論文：學期(副)教授休假

2.155

28.084

年。
開會

視訊會議/109/12/01~109/12/17 臺美國.舊金山參加 2020 AGU FALL

7.245

MEETING(Online Everywhere) 12/1-12/17,並線上發表論文

測衛星星系任務-發展台日地震-大
氣-電離層耦合觀測衛星星系任務:彈
性支用額度 25,000 元(沙克爾頓計畫
-餘款繳回憑證不繳回)
高齡者戶外運動健身器材運動處方

開會

實證開發與驗證
從電腦自動樂譜分析到具備表現力

視訊會議/110/02/04-110/02/19 美國印第安納洲市;出席 TALS 國際線

0.714

上會議並發表
開會

視訊會議/110/03/20~110/03/21 義大利.特里維素參加 ICNMC 2021

13.189

發表論文

的音樂演奏合成之整合軟體環境開
發
逐霸國家的同盟構建：戰國時代的實 開會

視訊會議/110/04/14~110/04/18 美國印第安那州參加 2021 年美國

踐及其對當代權力轉移的啟示

之中西政治學會(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MPSA)

10.606

國際線上研討會註冊費
應用氮化鎵功率元件之高功率密度

開會

主動箝位順向式轉換器研製
隱私保護社群資料探勘及其應用
(3/3)-餘款繳回(哥倫布計畫)

視訊會議/110/05/24-27 新加坡出席 ECCE Asia 2021 國際研討會議註

18.518

冊費,手續費並發表論文
開會

視訊會議/110/04/19-110/04/23 斯洛維尼亞盧布爾雅那參加
WWW2021 國際線上會議並發表論文(110/05/18)

9

9.646

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劉禹辰助理

開會

110 年 3/15-3/18 參加 2021 年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曠冶學會年度

13.353

研討會(線上會議)

研究員擬於 110 年 03 月參加 2021
年美國曠冶學會年度研討會
量子場論在宇宙學中的問題

研究

(二)(2/3)
新世代熵穩定之新奇材料(3/3)

109/08/29-110/01/26 美國;Gainesville 發表論文：學期(副)教授休假

200.000

年。
開會

視訊會議/110 年 4/26-4/30 參加 ICMCTF 2021 線上會議之報名費(原

0.854

舉辦地：美國/舊金山)
WWOX 磷酸化與抗癌機制

開會

視訊會議/110/4/27-4/30 美國.印第安那波利斯參加 2021 年實驗生物

9.326

學(EB)大會國際線上會議並發表論文註冊費
金屬材料電致晶粒細化機制研究

開會

(3/3)

視訊會議/110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4 日因疫情影響參加 IEEE-ECTC2021

7.096

線上視訊會議註冊費(USD250 元),國外交易手續費(原舉辦地：美國紐
約)

金屬材料電致晶粒細化機制研究

開會

(3/3)

視訊會議/110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4 日因疫情影響參加 IEEE-ECTC2021

7.267

線上視訊會議註冊費(USD250 元),國外交易手續費(原舉辦地：美國紐
約)

主動式超穎介面光學於全面性光特

開會

視訊會議/110/04/18~110/04/20 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參加 2021

12.754

MRS Spring Meeting 線上會議註冊費

性操控之研究與應用:彈性支用額度
25,000 元
理想化崩塌曲面之建構以及其穩定

開會

性分析
新型高能量密度電池之材料開發與
性能研究(2/5)-愛因斯坦培植計畫

視訊會議/參加 2021 年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議(EGU)研討會線上註冊

5.806

費 原舉辦地：奧地利維也納
開會

視訊會議/110 年 3 月 15 日-18 日參與線上 TMS2021 國際研討會 線
上會議註冊費 原舉辦地：美國匹茲堡

(個別型),餘款繳回，憑證不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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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1

彈性與智慧控制技術於網宇實體異

開會

視訊會議/110/05/24 線上參加 2021 ACC 國際會議之線上註冊費(美國

10.104

新奧爾良)

質移動機器人系統之開發及應用
(3/5)-餘款繳回(哥倫布計畫)
磁致伸縮材料之磁熱彈耦合遲滯現

開會

象之本構模型

視訊會議/110/05/25~110/05/28 參加 2021 工程力學年會

10.419

(Engineering Mechanics Institute Conference 2021)，線上會議並發
表論文口頭報告(原舉辦地：美國紐約)

韌性腦的解碼與促進：從多變量剖面 開會

視訊會議/110/05/26~110/05/27 美國華盛頓州參加國際會議

標記到介入-韌性腦的解碼與促進：

2020/5/26~27 The 2021 APS(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從多變量剖面標記到介入(1/2)

Science) Virtual Convention(會議及論文發表)-申請線上會議註冊費

多人互動及具同理心回應之情境式

開會

對話技術
科技部專題計劃結餘款

視訊會議/110/06/06-11 加拿大.多倫多參加 46th (ICASSP 2021)研討

4.621

14.808

會並發表論文會議註冊費
開會

視訊會議/110/05/31-110/06/4 中國西安 ICRA2021 網路會議(會議及

8.898

論文發表)原舉辦地：中國西安(110/06/21)
科技部專題計劃結餘款

開會

視訊會議/110 年 4 月 26 日參加 InterMag2021 研討會視訊會議 2021

5.779

註冊費(原舉辦地：法國里昂)
具可攜式無線尿液檢測與預防心血

開會

視訊會議/110/05/22-29 韓國大邱參加 ISCAS 2021 研討會(線上虛擬

12.045

會議)報名費,手續費(110/06/22)

管疾病之晶片系統與平台-總計畫暨
子計畫一：無線電化學式尿液檢測系
統晶片(2/2)
科技部專題計劃結餘款

開會

109/10/25-110/02/07 美國舊金山發表論文：109/11/05-109/11/07

108.185

出席 2nd 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Methods Conference
手性階級複合材料之人工智慧輔助
設計及分析與實驗驗證

開會

視訊會議/110/01/11~110/01/15 參加世界計算力學國際會議(視訊)
註冊費(原舉辦地：法國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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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6

創新阻尼技術應用於機械元件的振

開會

視訊會議/參加 WCSMO 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原舉辦地：美國波德)

7.273

動與噪音抑制設計-擴充加值
(add-on)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尚未執行完畢

赴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進行有關
資料包絡分析之學術研究
前往美國哈佛大學執行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之續約及選派博士生出國

尚未執行完畢

奉准赴德國康士坦茲大學執行科技部短期研究計畫

尚未執行完畢

前往普渡大學執行 109 年度科技部「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

尚未執行完畢

-2020(龍門計畫)
執行哥倫部計畫移地研究

尚未執行完畢

至日本東京大學執行科技部國外短期研究。

尚未執行完畢

參加 Nine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Directions in

尚未執行完畢

the Humanities 會議(於 Spain, Madrid)

合

參加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短期研究

尚未執行完畢

會議名稱：49th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Conference
“Advanced Problems in Mechanics - 2021”, St. Petersburg, Russia
參訪單位：Peter the Great St. Petersbur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尚未執行完畢

計

205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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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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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成 功 大 學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10 年 1-6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多人互動及具同理心回應之情境式

類別及內容簡述
開會

對話技術

視訊會議/110/01/24-27 大陸.香港參加 ISCSLP 國際研討會註冊費並

執行數

備註

5.756

發表論文

數位控制之低市頻漣波全橋雙向
CLLC 諧振直流-直流轉換器

合

開會

視訊會議/109/11/29-12/02 中國南京出席 IPEMC 2020-ECCE Asia 國

16.141

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會議註冊費,手續費

計

2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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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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