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校務基金
出國計畫執行情形表(補助款)
中華民國106年7月至12月
計畫名稱
類別及內容簡述
執行數
研發處－國外差旅費－參加
研發處－國外差旅費－參加2017年第32屆美國 2017年第32屆美國匹茲堡國際
匹茲堡國際發明展隨團費(機械系碩士生黃貞 發明展隨團費(機械系碩士生黃
綾1060610至1060619美國匹茲堡發明展)
貞綾1060610至1060619美國匹
茲堡發明展)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陳振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陳振燧院長赴美國
燧院長赴美國(休士頓)AACSB院
(休士頓)AACSB院長會議。
長會議。
研發處－報名費－參加
研發處－報名費－參加20172017第31屆日本 20172017第31屆日本(東京)世
(東京)世界天才大會暨發明展隨團費(工管系 界天才大會暨發明展隨團費(工
碩二生郭益廷1060706至1060712)
管系碩二生郭益廷1060706至
1060712)
研發處－報名費－參加2017第
研發處－報名費－參加2017第31屆日本(東京)
31屆日本(東京)世界天才大會
世界天才大會暨發明展隨團費(電機系碩一生
暨發明展隨團費(電機系碩一生
王冠傑同學1060706至1060712)
王冠傑同學1060706至1060712)
工設系－國外差旅費－師生赴
工設系－國外差旅費－師生赴海外蹲點(參訪
海外蹲點(參訪新加坡南洋理工
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7/1－7/8：張雅雯)
大學7/1－7/8：張雅雯)
工設系－國外差旅費－師生赴
工設系－國外差旅費－師生赴海外蹲點(參訪
海外蹲點(參訪新加坡南洋理工
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7/1－7/8：黃大軍)
大學7/1－7/8：黃大軍)
工設系－國外差旅費－師生赴
工設系－國外差旅費－師生赴海外蹲點(參訪
海外蹲點(參訪新加坡南洋理工
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7/1－7/8：黃信夫老師)
大學7/1－7/8：黃信夫老師)
胡詠翔0527－0603參加美國大學校務研究協會 胡詠翔0527－0603參加美國大
論壇之國外差旅費
學校務研究協會論壇之國外差
國外差旅－應外系葉惠菁老師
國外差旅－應外系葉惠菁老師8/1－8/5至日本
8/1－8/5至日本東京大學訪談
東京大學訪談受試者。
受試者。
李育憶1060711－0716「參加泰
李育憶1060711－0716「參加泰國研討會及媒
國研討會及媒合當地企業擴大
合當地企業擴大前瞻學程」出國旅費
前瞻學程」出國旅費
林怡(文+彩-采)1060711－0716
林怡(文+彩-采)1060711－0716「參加泰國研
「參加泰國研討會及媒合當地
討會及媒合當地企業擴大前瞻學程」出國旅費
企業擴大前瞻學程」出國旅費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巫銘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巫銘昌院長7/7－
昌院長7/7－7/10赴馬來西亞吉
7/10赴馬來西亞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隆坡交流機票費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林煥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林煥盛助理教授7/7
盛助理教授7/7－7/10赴馬來西
－7/10赴馬來西亞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亞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設計所－林芳穗教授5/25-5/29
設計所－林芳穗教授5/25-5/29韓國釜山出席
韓國釜山出席2017國際綜合項
2017國際綜合項目釜山大會國外差旅費。(僅
目釜山大會國外差旅費。(僅支
支付交通費)
付交通費)
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化材
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化材系王資皓同學 系王資皓同學7/16－7/22共計7
7/16－7/22共計7日，前往馬來西亞吉隆坡
日，前往馬來西亞吉隆坡
Rubber Industry Department＠ TechnoBiz機 Rubber Industry Department
構進行研習之差旅費。
＠ TechnoBiz機構進行研習之
差旅費。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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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7－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化材系劉柏廷
同學7/16－7/22共計7日，前往馬來西亞吉隆
坡Rubber Industry Department＠ TechnoBiz
機構進行研習之差旅費。
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電機系洪崇文副教授
7/23－7/26共計4日，前往進行日本東京瑞薩
電子公司參與實務研習之國外差旅費。
李育憶8/17-8/21前往越南參加學術研討會及
媒合當地企業擴大前瞻學程產業連結差旅費。
林怡(文彩-采)8/17-8/21參加越南研討會及媒
合當地企業擴大前瞻學程的國際化差旅費。
詹雯婷8/17-8/21前往越南參加學術研討會及
媒合當地企業擴大前瞻學程產業連結差旅費。
國管學程－國外差旅費－劉時衛同學7/3－
8/31日越南河內海外實習。
教卓中心－國外差旅費－俞慧芸主任0817－
0821至越南河內進行新南向廠商實習機會洽
談。
林蘭東副教授7/5-7/29馬來西亞吉隆坡蹲點研
習暨帶領學生海外實習差旅費。

5067－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
－化材系劉柏廷同學7/16－
7/22共計7日，前往馬來西亞吉
隆坡Rubber Industry
Department＠ TechnoBiz機構
進行研習之差旅費。
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電機
系洪崇文副教授7/23－7/26共
計4日，前往進行日本東京瑞薩
電子公司參與實務研習之國外
李育憶8/17-8/21前往越南參加
學術研討會及媒合當地企業擴
大前瞻學程產業連結差旅費。
林怡(文彩-采)8/17-8/21參加
越南研討會及媒合當地企業擴
大前瞻學程的國際化差旅費。
詹雯婷8/17-8/21前往越南參加
學術研討會及媒合當地企業擴
大前瞻學程產業連結差旅費。
國管學程－國外差旅費－劉時
衛同學7/3－8/31日越南河內海
外實習。
教卓中心－國外差旅費－俞慧
芸主任0817－0821至越南河內
進行新南向廠商實習機會洽
林蘭東副教授7/5-7/29馬來西
亞吉隆坡蹲點研習暨帶領學生
海外實習差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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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資工
系陳士煜助理教授7/27－7/31
共計5日，美國德州前往紐約
Sleekpay LLC公司洽談產學合
作之國外差旅費(H10620350008
分攤$15282)(B10620350131分
攤$26402)

50

執行人文與科學學院教學卓越
執行人文與科學學院教學卓越院特色計畫（行
院特色計畫（行動類別：面向
動類別：面向國際）─漢學所、翁敏修副教授
國際）─漢學所、翁敏修副教
8/13-8/18馬來西亞(吉隆坡)學術交流參訪差
授8/13-8/18馬來西亞(吉隆坡)
旅費。
學術交流參訪差旅費。

37

執行人文與科學學院教學卓越
執行人文與科學學院教學卓越院特色計畫（行
院特色計畫（行動類別：面向
動類別：面向國際）─漢學所、張美娟副教授
國際）─漢學所、張美娟副教
8/13-8/18馬來西亞(吉隆坡)學術交流參訪差
授8/13-8/18馬來西亞(吉隆坡)
旅費。
學術交流參訪差旅費。

37

漢學所－國外差旅費－漢學所
吳進安副教授(8/13-8/18)至馬
來西亞(吉隆坡)拉曼大學、華
社研究中心、新紀元大學學院
及馬六甲青雲亭等單位地點進
行學術參訪之差旅費用。

37

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資工系陳士煜助理教
授7/27－7/31共計5日，美國德州前往紐約
Sleekpay LLC公司洽談產學合作之國外差旅費
(H10620350008分攤$15282)(B10620350131分
攤$26402)

漢學所－國外差旅費－漢學所吳進安副教授
(8/13-8/18)至馬來西亞(吉隆坡)拉曼大學、
華社研究中心、新紀元大學學院及馬六甲青雲
亭等單位地點進行學術參訪之差旅費用。

漢學所－國外差旅費－漢學所
巫銘昌教授(8/13-8/18)至馬來
西亞(吉隆坡)拉曼大學、華社
研究中心、新紀元大學學院及
馬六甲青雲亭等單位地點進行
學術參訪之差旅費用。
漢學所－國外差旅費－漢學所
漢學所－國外差旅費－漢學所柯榮三副教授 柯榮三副教授(8/13-8/18)至馬
(8/13-8/18)至馬來西亞(吉隆坡)拉曼大學、 來西亞(吉隆坡)拉曼大學、華
華社研究中心、新紀元大學學院及馬六甲青雲 社研究中心、新紀元大學學院
亭等單位地點進行學術參訪之差旅費用。
及馬六甲青雲亭等單位地點進
行學術參訪之差旅費用。
國管學程－國外差旅費－彭文
國管學程－國外差旅費－彭文言同學7/3－
言同學7/3－8/31日越南河內海
8/31日越南河內海外實習。
外實習。
漢學所－國外差旅費－漢學所巫銘昌教授
(8/13-8/18)至馬來西亞(吉隆坡)拉曼大學、
華社研究中心、新紀元大學學院及馬六甲青雲
亭等單位地點進行學術參訪之差旅費用。

38

37

20

化材系鄭宇伸－研習報名費(研
化材系鄭宇伸－研習報名費(研習、競賽)研討
習、競賽)研討會部分報名費用
會部分報名費用－參加亞洲生物技術聯盟
－參加亞洲生物技術聯盟
(Asian Federation of Biotechnology，
(Asian Federation of
AFOB)
Biotechnology，AFOB)

10

漢學所－國外差旅費－漢學所
金原泰介助理教授(8/13-8/18)
至馬來西(吉隆坡)亞拉曼大
學、華社研究中心、新紀元大
學學院及馬六甲青雲亭等單位
地點進行學術參訪之差旅費用

37

漢學所－國外差旅費－漢學所金原泰介助理教
授(8/13-8/18)至馬來西(吉隆坡)亞拉曼大
學、華社研究中心、新紀元大學學院及馬六甲
青雲亭等單位地點進行學術參訪之差旅費用

國際事務處－支應楊湘芸等7人8/28-9/3參加
日本琉球大學海外蹲點暑訓活動機票費
(學生：楊湘芸、沈亮圻、李洪、潘嘉奇、楊
潔怡、蔡亞昕、曾瑞筠)
化材系－鄭宇伸副教授－師生赴海外蹲點至美
國戴維斯(8/7-8/16)執行橋接高教深耕計畫，
帶領研究生進行深度遊學訪問。
漢學所－國外差旅費－楊智傑副教授(8/138/18)至馬來西亞(吉隆坡)拉曼大學、華社研
究中心、新紀元大學學院及馬六甲青雲亭等單
位地點進行學術參訪之差旅費用
文資系－機票費－謝以恭7/5-8/31至馬來西亞
(吉隆坡)帶動前往實習學生之機票補助費。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李昱助理教授9/3－
9/11 赴馬來西亞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林煥盛助理教授9/3
－9/11 赴馬來西亞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陳逸君助理教授9/3
－9/11赴馬來西亞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曾永寬教授9/3－
9/11 赴馬來西亞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國際事務處－支應楊湘芸等7人
8/28-9/3參加日本琉球大學海
外蹲點暑訓活動機票費
(學生：楊湘芸、沈亮圻、李
洪、潘嘉奇、楊潔怡、蔡亞
昕、曾瑞筠)
化材系－鄭宇伸副教授－師生
赴海外蹲點至美國戴維斯(8/78/16)執行橋接高教深耕計畫，
帶領研究生進行深度遊學訪
漢學所－國外差旅費－楊智傑
副教授(8/13-8/18)至馬來西亞
(吉隆坡)拉曼大學、華社研究
中心、新紀元大學學院及馬六
甲青雲亭等單位地點進行學術
參訪之差旅費用
文資系－機票費－謝以恭7/58/31至馬來西亞(吉隆坡)帶動
前往實習學生之機票補助費。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李昱
助理教授9/3－9/11 赴馬來西
亞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林煥
盛助理教授9/3－9/11 赴馬來
西亞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陳逸
君助理教授9/3－9/11赴馬來西
亞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曾永
寬教授9/3－9/11 赴馬來西亞
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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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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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葉小溶同學9/3－
9/11 赴馬來西亞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顏祁貞助理9/3－
9/11 赴馬來西亞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8/13－8/20陳振燧院
長赴柬埔寨進行企業參訪及學術交流所需費
用。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8/13－8/20潘立芸主
任赴柬埔寨進行企業參訪及學術交流所需費
用。
數媒系－面向國際－陳光大主任106年9月6日
至9月10日至日本東京國外差旅費用(洽談國外
實習與國際合作事宜)。
創設系－李宛庭博士生(澳洲雪梨7/17-9/17)
海外蹲點－出國差旅費。
創設系－林雅娟第二位博士生海外蹲點至澳洲
墨爾本(10/16-10/30)出國差旅費。
機械系─國外差旅費─機械系張世穎副教授
(9/11－9/24)至德國法蘭克福、漢諾威及阿姆
斯特丹進行國際商展及考察相關研究之差旅費
用。
機械系─國外差旅費─機械系詹程雄講師級專
業技術人員(9/11－9/24)至德國法蘭克福、漢
諾威及阿姆斯特丹進行國際商展及考察相關研
究之差旅費用。
企管系－國外差旅費－2017潘偉華副教授至越
南(胡志明市)農林大學海外研習活動
化材系碩士古兆玄至美國(戴維斯)(7/298/24)執行橋接高教深耕計畫，進行深度遊學
訪問補助分攤款。
化材系碩士李耿瑋至美國(戴維斯)(7/298/24)執行橋接高教深耕計畫，進行深度遊學
訪問補助分攤款。
化材系碩士沈蘋至美國(戴維斯)(7/29-8/24)
執行橋接高教深耕計畫，進行深度遊學訪問補
助分攤款。
化材系碩士邱冠維至美國(戴維斯)(7/298/24)執行橋接高教深耕計畫，進行深度遊學
訪問補助分攤款。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9/24－9/29林憲平助
理教授赴印尼巴淡島進行教育交流。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9/24－9/29陳振燧教
授赴印尼巴淡島進行教育交流。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葉小
溶同學9/3－9/11 赴馬來西亞
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人文學院－國外差旅費，顏祁
貞助理9/3－9/11 赴馬來西亞
吉隆坡交流機票費。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8/13
－8/20陳振燧院長赴柬埔寨進
行企業參訪及學術交流所需費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8/13
－8/20潘立芸主任赴柬埔寨進
行企業參訪及學術交流所需費
數媒系－面向國際－陳光大主
任106年9月6日至9月10日至日
本東京國外差旅費用(洽談國外
實習與國際合作事宜)。
創設系－李宛庭博士生(澳洲雪
梨7/17-9/17)海外蹲點－出國
差旅費。
創設系－林雅娟第二位博士生
海外蹲點至澳洲墨爾本(10/1610/30)出國差旅費。
機械系─國外差旅費─機械系
張世穎副教授(9/11－9/24)至
德國法蘭克福、漢諾威及阿姆
斯特丹進行國際商展及考察相
關研究之差旅費用。
機械系─國外差旅費─機械系
詹程雄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9/11－9/24)至德國法蘭克
福、漢諾威及阿姆斯特丹進行
國際商展及考察相關研究之差
旅費用。
企管系－國外差旅費－2017潘
偉華副教授至越南(胡志明市)
農林大學海外研習活動
化材系碩士古兆玄至美國(戴維
斯)(7/29-8/24)執行橋接高教
深耕計畫，進行深度遊學訪問
補助分攤款。
化材系碩士李耿瑋至美國(戴維
斯)(7/29-8/24)執行橋接高教
深耕計畫，進行深度遊學訪問
補助分攤款。
化材系碩士沈蘋至美國(戴維
斯)(7/29-8/24)執行橋接高教
深耕計畫，進行深度遊學訪問
補助分攤款。
化材系碩士邱冠維至美國(戴維
斯)(7/29-8/24)執行橋接高教
深耕計畫，進行深度遊學訪問
補助分攤款。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9/24
－9/29林憲平助理教授赴印尼
巴淡島進行教育交流。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9/24
－9/29陳振燧教授赴印尼巴淡
島進行教育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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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9/24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9/24－9/29劉志良助
－9/29劉志良助理教授赴印尼
理教授赴印尼巴淡島進行教育交流。
巴淡島進行教育交流。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9/24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9/24－9/29潘偉華教
－9/29潘偉華教授赴印尼巴淡
授赴印尼巴淡島進行教育交流。
島進行教育交流。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10/22－27林有志副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10/22
教授赴韓國首爾AACSB副院長會議及AACSB亞太 －27林有志副教授赴韓國首爾
年會。
AACSB副院長會議及AACSB亞太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10/24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10/24－28劉志良助
－28劉志良助理教授赴韓國首
理教授赴韓國首爾參加AACSB亞太年會。
爾參加AACSB亞太年會。
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材料
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材料系賴亭諭8/21－
系賴亭諭8/21－8/29共計9日，
8/29共計9日，前往日本(石川縣)北陸先端科
前往日本(石川縣)北陸先端科
學技術大學院大學進行學術研習之國外差旅
學技術大學院大學進行學術研
費。
習之國外差旅費。
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電子
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電子系林奕安8/21－
系林奕安8/21－8/29共計9日，
8/29共計9日，前往日本(石川縣)北陸先端科
前往日本(石川縣)北陸先端科
學技術大學院大學進行學術研習之國外差旅
學技術大學院大學進行學術研
費。
習之國外差旅費。
數媒系－面向國際－國外差旅
數媒系－面向國際－國外差旅費－林俐伶同學
費－林俐伶同學106年6月26日
106年6月26日至11月8日日本(東京)國外實習
至11月8日日本(東京)國外實習
差旅費用。
差旅費用。
工管系－國外差旅費－呂學毅
工管系－國外差旅費－呂學毅副教授11/5－ 副教授11/5－11/10前往越南
11/10前往越南(芽莊、胡志明市)拜訪廠商分 (芽莊、胡志明市)拜訪廠商分
攤款(106KU003 $4549、106H502119 $1500) 攤款(106KU003 $4549、
106H502119 $1500)
工管系－國外差旅費－柳永青
工管系－國外差旅費－柳永青教授11/5－
教授11/5－11/10前往越南(芽
11/10前往越南(芽莊、胡志明市)拜訪廠商差 莊、胡志明市)拜訪廠商差旅費
旅費分攤款(K10630100241分攤$4549)
分攤款(K10630100241分攤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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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系－國外差旅費－陳育欣
工管系－國外差旅費－陳育欣副教授11/5－
副教授11/5－11/10前往越南
11/10前往越南(芽莊、胡志明市)拜訪廠商分
(芽莊、胡志明市)拜訪廠商分
攤款(K10630100247分攤$4697)
攤款(K10630100247分攤$4697)

33

工管系－國外差旅費－陳奕中
工管系－國外差旅費－陳奕中助理教授11/5－
助理教授11/5－11/10前往越南
11/10前往越南(芽莊、胡志明市)拜訪廠商分
(芽莊、胡志明市)拜訪廠商分
攤款(K10630100246分攤$4550)
攤款(K10630100246分攤$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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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系－國外差旅費－駱景堯
工管系－國外差旅費－駱景堯教授11/5－
教授11/5－11/10前往越南(芽
11/10前往越南(芽莊、胡志明市)拜訪廠商分 莊、胡志明市)拜訪廠商分攤款
攤款(106KU003 $4569、106H502118 $1500) (106KU003 $4569、106H502118
$1500)
研發處－國外差旅費－2017年
研發處－國外差旅費－2017年第13屆韓國首爾
第13屆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隨
國際發明展隨團費(機械系博士生高宗彥
團費(機械系博士生高宗彥
1061128至1061205)
1061128至106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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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化材
工程學院－國外差旅費－化材系溫御成8/21－ 系溫御成8/21－8/29共計9日，
8/29共計9日，前往日本(石川縣)北陸先端科 前往日本(石川縣)北陸先端科
學技術大學院大學進行學術研習之國外差旅費 學技術大學院大學進行學術研
習之國外差旅費
數媒系－面向國際－國外差旅
數媒系－面向國際－國外差旅費－周佩瑤同學
費－周佩瑤同學106年6月26日
106年6月26日至11月9日日本(東京)國外實習
至11月9日日本(東京)國外實習
差旅費用。
差旅費用。
楊能舒校長1060630－0703赴緬
楊能舒校長1060630－0703赴緬甸仰光出席
甸仰光出席2017台灣－緬甸大
2017台灣－緬甸大學校長會議之禮品費。
學校長會議之禮品費。
國外差旅費-支應楊能舒校長
國外差旅費-支應楊能舒校長1060923－1001赴
1060923－1001赴北歐辦理2017
北歐辦理2017教育部技職司典範科技大學參訪
教育部技職司典範科技大學參
北歐地區國家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機
訪北歐地區國家創新創業人才
制考察團。
培育與產學合作機制考察團。
產聯－【國外差旅費】支張傳
產聯－【國外差旅費】支張傳育研發長參加 育研發長參加9/23-10/1「2017
9/23-10/1「2017教育部技職司典範科技大學 教育部技職司典範科技大學參
參訪北歐地區國家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與產學合 訪北歐地區國家創新創業人才
作機制考察團」之差旅費。
培育與產學合作機制考察團」
之差旅費。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陳振
管理學院－國外差旅費，陳振燧教授10月18日
燧教授10月18日至20日參加
至20日參加ACCSB華文商管學院認證中心舉辦
ACCSB華文商管學院認證中心舉
之北京參訪研習活動。
辦之北京參訪研習活動。
邱怡仁106/9/1－106/9/10赴瑞
邱怡仁106/9/1－106/9/10赴瑞士參加
士參加Fantoche國際動畫影展
Fantoche國際動畫影展之機票費。
之機票費。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博士生王筠喬(4/30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博士生王
8/25)至日本(福島)
筠喬(4/30-8/25)至日本(福島)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博士生紀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博士生紀筑雅(5/25筑雅(5/25-5/29)至韓國國際交
5/29)至韓國國際交流僅核機票款。
流僅核機票款。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碩士生陳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碩士生陳萱(9/28-12/31)
萱(9/28-12/31)至日本千葉國
至日本千葉國際交流。
際交流。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碩士生黃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碩士生黃惠瑜(8/30惠瑜(8/30-12/31)至荷蘭(烏特
12/31)至荷蘭(烏特列茲)國際交流。
列茲)國際交流。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碩士生蔣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碩士生蔣欣純至(8/30欣純至(8/30-12/31)日本千葉
12/31)日本千葉國際交流。
國際交流。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碩士生羅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碩士生羅婷筠(5/25婷筠(5/25-5/29)至韓國國際交
5/29)至韓國國際交流僅核機票款。
流僅核機票款。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博士生吳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博士生吳宜真至6/15宜真至6/15-9/12馬來西亞(吉
9/12馬來西亞(吉隆坡)國際交流。
隆坡)國際交流。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博士生陳
設計所_國外差旅費_博士生陳怡君1/17-9/3至
怡君1/17-9/3至日本神戶國際
日本神戶國際交流。
交流。
國際事務處，支應蘇純繒副校
國際事務處，支應蘇純繒副校長1060924－30 長1060924－30赴印度清奈辦理
赴印度清奈辦理2017印度教育展及海德拉巴拜 2017印度教育展及海德拉巴拜
訪姊妹校之禮品費(H10661000063配合款)。 訪姊妹校之禮品費
(H10661000063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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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純繒副校長10607147－20赴
蘇純繒副校長10607147－20赴日本岡山及大阪
日本岡山及大阪拜會姊妹校禮
拜會姊妹校禮品費。
品費。
合計

2
4,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