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生畢業論文口試委員交通及基本資料表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NSYSU 

Postgraduate Defense Committee Reimbursement Application Form  
基本資料填寫說明 Personal Information： 

1. 二年內曾受聘於本系擔任碩、博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地址、電話、信箱、金融帳戶沒有變更者，

僅填寫(打)「考試委員姓名」及「搭乘交通工具」欄位。Committee who filled out this form before 

(within two years) may fill out their names and transportation means only on this form. 

2. 戶籍地址包括縣市、鄉鎮區、村里、鄰、街路、段巷弄號等，請務必詳細填寫，以利費用發放。 

3. Please fill out permanent address by following the address listed at the back of ID. 

考試委員姓名 

Name of 

Committee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Address 
 

搭乘交通工具(請勾選) Please tick means of transportation：火車 train 高鐵 HSR 飛機 Airplane 

船舶 Boat 需本校停車證 Temporal Parking Permit，車號 Plate Number： 

 

身 分 證 字 號 

ID Number 
 

聯 絡 電 話 

Phone 
 

戶 籍 地 址 

Permanent 

Address 

 

聯 絡 地 址 

Mailing Address 
 

本 人 帳 戶 

Account 

Information 

郵局(免扣匯款手續費) Post Office 

局號 Branch Number：      帳號 Account Number： 

或 銀行(除臺灣銀行，每筆匯款扣除 30元手續費)Bank Account  

(NT$30 for transaction fees) 

銀行名稱Name of Bank：        分行 Branch：     

帳號 Account Number： 
 

 

考試委員姓名 

Name of 

Committee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Address 
 

搭乘交通工具(請勾選) Please tick means of transportation：火車 train 高鐵 HSR 飛機 Airplane 

船舶 Boat 需本校停車證 Temporal Parking Permit，車號 Plate Number： 

 

身 分 證 字 號 

ID Number 
 

聯 絡 電 話 

Phone 
 

戶 籍 地 址 

Permanent 

Address 

 

聯 絡 地 址 

Mailing Address 
 

本 人 帳 戶 

Account 

Information 

郵局(免扣匯款手續費) Post Office 

局號 Branch Number：      帳號 Account Number： 

或 銀行(除臺灣銀行，每筆匯款扣除 30元手續費)Bank Account  

(NT$30 for transaction fees) 

銀行名稱Name of Bank：        分行 Branch：     

帳號 Account Number： 



考試委員姓名 

Name of 

Committee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Address 
 

搭乘交通工具(請勾選) Please tick means of transportation：火車 train 高鐵 HSR 飛機 Airplane 

船舶 Boat 需本校停車證 Temporal Parking Permit，車號 Plate Number： 

 

身 分 證 字 號 

ID Number 
 

聯 絡 電 話 

Phone 
 

戶 籍 地 址 

Permanent 

Address 

 

聯 絡 地 址 

Mailing Address 
 

本 人 帳 戶 

Account 

Information 

郵局(免扣匯款手續費) Post Office 

局號 Branch Number：      帳號 Account Number： 

或 銀行(除臺灣銀行，每筆匯款扣除 30元手續費)Bank Account  

(NT$30 for transaction fees) 

銀行名稱Name of Bank：        分行 Branch：     

帳號 Account Number： 
 

Note: 

Please do inform committee to bring tickets/receipts with them as reimbursement proves. Taxi will not be 

reimbursed based on the regulations of NSYSU. If committee members plan to drive to NSYSU, students 

may apply for temporal parking permit via office for committee. 

關於交通補助，邀請時已讓考試委員知悉：(1)搭乘飛機、高鐵、船舶之交通補助為經濟(標準)座(艙、車)

位，並均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2)學位口試交通處理事項及補助不包含計程車資及市區交通費之

報支(倘指導教授願以自有經費支付，請自行處理，與系辦無涉)；(3)自行開車者須依本校規定停放車輛。 

指導教授簽名 Signature of Advis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