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工作計畫
補（捐）助

對象

所在之直轄

市或縣市
補（捐）助事項

補（捐）助

明細

核准核

銷日期

補（捐）助

金額
具體成果或達成效益

1 企劃業務
臺北企業經理

協進會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國際政經新形勢

與企業投資布局策略研討會」

論文印製費、場地

費、引言費及出席費
106.2.15 60,000

會議探討美國川普政府對國際、

區域及兩岸情勢之影響，有助民

間瞭解我政府兩岸政策與掌握相

關情勢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2 企劃業務
中華港澳之友

協會
新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學者參與「世界

與中國研究所李凡所長訪臺交

流計畫」

旅運費、膳宿費 106.3.17 30,000

活動安排參訪各黨團及與相關智

庫座談，使其瞭解臺灣整體民主

運作過程，並使受訪單位直接全

面知悉中國大陸民主改革現況，

亦彰顯政府促進交流訪問的多元

化。

3 企劃業務 中興大學 臺中市
在臺灣舉辦「共軍裁軍30萬虛

與實及臺灣戰略應對論壇」
出席費 106.3.24 16,000

邀集相關領域學者，探討中國大

陸領導人習近平推動軍改以來的

成果與影響，並就共軍現代化對

亞太情勢的挑戰，以及軍事戰略

轉變對臺灣的影響提出具體看法

，有利掌握共軍改革近況及對兩

岸關係的潛在挑戰。

106年度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捐)助經費運用效益評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製表日期：10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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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港澳業務
財團法人周大

觀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

赴港及中國大陸辦理「讓臺灣

的愛感動兩岸三地-臺灣生命

鬥士送愛香港、廣州系列公益

活動」

部分書籍印刷費 106.2.24 50,000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頒發全球熱愛

生命獎章予香港肌萎勇士李曉曦

，並致贈香港教育大學及廣州中

山大學附屬醫院「每天都是奇

蹟」、「天使不曾忘記」、「我

還有一隻腳」等30種共600冊勵志

類書籍，分享抗病故事，展現臺

灣人道關懷，促進臺港及兩岸民

間交流，彰顯臺灣NGO的軟實力。

5 企劃業務 銘傳大學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變動中的國際治

理形式與動能研討會」
印刷費 106.5.2 20,000

會議討論全球化、友邦外交及陸

生等議題，由我多位友邦學生（

薩爾瓦多、貝里斯、史瓦濟蘭

等）、外籍生（日本、芬蘭）及

陸生共同發表，提供國際青年學

生學術發表空間。

6 企劃業務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探討中國大陸

『積極外交』的新思維及未來

走向論壇」

出席費 106.5.2 11,000

會議探討中國大陸外交政策思維

與走向，有助政府掌握相關情勢

發展並提供政策研析參考。

第 2 頁



序號 工作計畫
補（捐）助

對象

所在之直轄

市或縣市
補（捐）助事項

補（捐）助

明細

核准核

銷日期

補（捐）助

金額
具體成果或達成效益

106年度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捐)助經費運用效益評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製表日期：107.3.13

7 企劃業務 淡江大學 新北市

在臺灣舉辦「第二十一屆世界

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國際研討

會」

論文撰稿及印製費 106.5.23 68,000

會議探討當前國際與兩岸關係現

狀及未來發展，有利兩岸學術交

流，並有助於政府掌握兩岸相關

情勢。

8 企劃業務 政治大學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兩岸交流三十年

研討會」
稿費及會議資料費 106.5.26 85,000

分析討論兩岸交流30年發展方向

，並提出兩岸關係或可就氣候變

遷、霧霾防治等議題進行合作，

有助瞭解學者專家對兩岸交流的

看法，並提供政策研析參考。

9 企劃業務 政治大學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川習首會』後

美、中關係之常與變及對臺影

響論壇」

出席費 106.5.26 9,000

探討美中關係之常與變，及美中

臺關係之變化，有助掌握川普政

府之外交戰略、對中國大陸政策

可能取向，並瞭解「川習會」後

美中臺三邊互動的可能發展，提

供政策研析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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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濟業務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中國大陸經濟轉

型及對兩岸經貿關係意涵研討

會」

論文撰稿費、場佈費

及機票費
106.4.11 100,000

本研討會針對「兩岸經濟」、

「制度轉型」及「經略未來」三

大議題，發表論文並進行問題討

論，透過與會學者互動交流，有

助瞭解中國大陸情勢發展及兩岸

經貿現況，增進兩岸學術交流。

11 經濟業務
臺北市電腦商

業同業公會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2017年智慧城市

展兩岸智慧城市交流發展論

壇」

場地費 106.4.19 100,000

邀請兩岸智慧城市發展專家擔任

論壇講師，共同分享兩岸物聯網

在智慧城市上之發展與應用經驗

及成果。

12 經濟業務
臺灣服務業聯

盟協會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2017年第七屆海

峽兩岸服務業論壇」
印刷費及場地租金費 106.6.15 100,000

本論壇主要邀請兩岸專家及業者

就兩岸服務業相關議題進行演講

，並以互聯網+之金流發展、商貿

服務業之支付金融商品、新零售

業發展趨勢、零售批發業發展等

主題進行分組研討，透過溝通互

動與資訊共享，有助推動兩岸服

務業交流。

13 經濟業務
臺灣森林休憩

保育協會
新北市

在臺灣舉辦「第8屆海峽兩岸

森林保育經營學術論壇」
場地費及印刷費 106.6.26 120,000

邀請兩岸產官學界專家學者參加

論壇，就兩岸林業政策及林業市

場行銷趨勢、優質栽培等方面進

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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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補)助海基會辦理政府委託

業務(106年度1-3月)款項

106.4.12-

106.5.10
42,708,193

捐(補)助海基會辦理政府委託

業務(106年度4-6月)款項

106.07.14-

106.08.11
34,745,365

捐(補)助海基會辦理政府委託

業務(106年度7-12月)款項

106.10.1-

107.1.15
76,200,481

14 法政業務
財團法人海峽

交流基金會
臺北市

辦理兩岸協商、服務

與交流活動及兩岸文

書驗證等事宜

106年海基會重要推動事項與成果

包括：完成文書驗證數 84,891

件、義務律師60名，分別於臺北

會本部、中區及南區服務處免費

提供法律諮詢服務達659件現場諮

詢及613件電話諮詢，送達司法、

函催及回復相關文書計10,058件

（另收到陸方司法文書及回復送

達結果計5,688件）、兩岸婚姻親

子關懷專線電話協處1,695件、大

陸臺商子女夏令營 3梯次（ 588

人）、24小時兩岸人民人身安全

及急難事件協處緊急專線接聽

7,091通，其中屬於緊急案件計

3,151通、大陸臺商三節座談聯誼

活動3場次（1,717人）、臺商諮

詢日24場次、兩岸經貿講座45場

次（1,762人次）、協處臺商經貿

糾紛249件、其中涉臺商人身安全

案件163件等，相關業務執行頗具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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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政業務
社團法人臺北

市中醫師公會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2017年第9屆臺北

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論文印製費 106.4.20 50,000

本次活動除提供國內外中醫藥學

術交流平臺，亦有助臺灣中醫學

術現代化、國際化，以及兩岸相

關領域之良性互動與交流，大幅

提升臺灣中醫在國際醫界的形象

與地位。

16 法政業務
臺灣兒童胸腔

醫學會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臺灣兒童胸腔醫學

會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學

術討論會

膳宿費、印刷費 106.5.18 30,000

本次活動主要討論兒童胸腔與重

症醫學相關之主題，並就國內外

醫療學於生醫研究及應用的現況

及最新發展相互討論，增進新知

及交流，亦促進兩岸三地小兒重

症疾病治療之發展，有益於兩岸

醫藥衛生交流之良性互動。

17 法政業務
財團法人臺灣

法學基金會
臺北市

在中國大陸舉辦2017年臺灣法

學基金會民法學者專家訪問團
膳宿費、論文印製費 106.6.14 100,000

兩岸學術界及實務界人士藉此機

會，就中國大陸民法典物權編之

編纂，提供臺灣法學理論與實務

經驗，並就兩岸民事法律發展及

合作，充分進行意見交換，有助

雙方人員汲取交流經驗並深化兩

岸法學交流之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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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法政業務

財團法人韓忠

謨教授法學基

金會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第五屆大陸檢察官

來臺專業研習

活動場地費、專文講

義印製費
106.6.27 50,000

本活動結合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

司法互助實踐需要，共同探討兩

岸司法實務目前面臨之情況，並

研究司法制度發展過程中兩岸彼

此關切之重要課題，促進雙方增

進互信、化解分歧、擴大共識，

為進一步推動兩岸司法改革與發

展提供理論基礎。

19 港澳業務

中華全國在臺

港澳大專學生

聯合會

新竹縣

赴澳辦理「2017年度臺灣各大

專院校展覽會及2017年度澳門

寒假赴臺升學輔導會」

印刷費及文宣費、場

地費、佈置費、餐費
106.4.10 50,000

本活動係由在臺港澳學生社團寒

假期間於澳門自發性辦理，提供

當地中學生來臺升學相關資訊，

並已成為澳門學生取得來臺升學

訊息之重要管道，透過親身經驗

分享，吸引當地中學生來臺就學

，辦理成效良好，對加強我在澳

門之招生宣導工作，頗具助益。

20 港澳業務 曉劇場 臺北市 赴港參加西九外劇場節活動 部分機票、住宿費 106.4.7 30,000

曉劇場赴港演出，香港觀眾給予

良好之評價，有助於提升臺灣劇

團之影響力及能見度，強化臺港

藝文界的交流合作，並增進雙方

未來更多合作與互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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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港澳業務

中華民國民宿

協會全國聯合

會

花蓮縣
赴港澳辦理「2017臺灣民宿嘉

年華」活動

部分機票、美編及印

刷費
106.5.12 150,000

該活動係配合臺灣觀光協會香港

辦事處規劃辦理，將臺灣各縣市

民宿風貌介紹給香港及澳門民

眾。在香港推介會預估單日流動

人數約2萬人，總參觀人流約4萬

5,000人；在澳門係與澳門旅遊及

航空業者交流，活動皆獲在地媒

體大幅報導，有效增加我觀光資

訊之曝光度，對促進臺港澳旅遊

觀光交流有所助益。

22 港澳業務
野孩子肢體劇

場
新北市

赴澳參加「童聚偶遇2017澳門

微型兒童劇場節」活動
部分機票費 106.6.2 30,000

該團此次演出，獲得澳門觀眾熱

烈迴響，表演後的座談會，觀眾

反應熱烈，發言踴躍，為此次活

動留下了珍貴的交流經驗。澳門

傳媒(澳門日報及澳門廣播電視有

限公司)並對其表演受歡迎之情形

進行報導，確實讓澳門民眾對臺

灣的藝術文化有進一步認識，也

達到本會補助文化交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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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3月份經費

辦理「2017年香港特

首選舉與臺港關係發

展座談會」等年度專

案計畫之人事及事務

費

106.6.5 350,000

106年4-6月份經費

辦理「香港移交20週

年情勢發展及臺港關

係研討會」、協助接

待「香港大學全球公

民考察團」及「澳門

臺灣工商參訪團」等

年度專案計畫之人事

及事務費

106.08.30        350,000

106年7-9月份經費

辦理「香港教育界人

士赴臺交流團」等年

度專案計畫之人事及

事務費

107.01.04        350,000

106年10-12月份經費

辦理「臺澳論壇」等

年度專案計畫之人事

及事務費

107.01.9 350,000

23

1.辦理「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與

臺港關係發展座談會」、「香港

移交20週年情勢發展及臺港關係

研討會」、「香港教育界人士赴

臺交流團」、「臺澳論壇」等專

案活動，成效良好。

2.部分專案活動之主題受到媒體

關注，並有多篇幅之報導，有助

宣傳本會之港澳政策及對臺港澳

關係之看法。

3.配合政府政策辦理多項臺港澳

交流活動及座談。

4.協助接待港澳重要人士及訪團

來臺參訪，有助於推動臺港澳關

係良性發展。

港澳業務
中華港澳之友

協會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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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元   製表日期：107.3.13

106年1-3月份經費 106.4.26 451,235

106年4-6月份經費 106.08.16        313,358

106年7-9月份經費 106.12.05 971,989

106年10-12月份經費 107.01.15 2,286,010

24 港澳業務

財團法人臺港

經濟文化合作

策進會

臺北市 人事及事務費

1.該會經濟合作委員會於5月組團

訪港，與港方業者召開2次臺港經

貿座談會，建立聯繫管道，再於7

月在臺舉辦「臺港旅遊業合作」

產業交流座談會，另於11月組團

赴港出席「港臺經貿論壇」，以

及於12月在臺舉辦「臺港物流及

配銷通路合作」產業座談活動，

加強臺港商貿領域之交流與合

作。

2.該會文化合作委員會於5月組團

赴港澳辦理「他們創作、他們生

活-臺灣東海岸美學」紀錄片放映

會，再於10月組團赴港出席「臺

港文化論壇」，增進臺港文化界

人士之深度交流，並於會後與港

府官員互動餐敘。

3.再者，該會與港方協進會定期

召開秘書長層級工作會議，積極

與港方就臺港相關合作交流事項

進行協商。

4.本案對強化臺港官方與民間在

經貿及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確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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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元   製表日期：107.3.13

25 文教業務 國立成功大學 臺南市
赴中國大陸參加兩岸志工服務

學習計畫
部分機票費 106.03.29 90,000

臺灣青年學生赴中國大陸參與長

者照護服務工作，有助推廣臺灣

志願服務工作與精神，增進兩岸

青年學生之深度交流與互動，促

進學生彼此的認識與了解。

26 文教業務

輔仁大學學校

財團法人輔仁

大學

新北市

赴中國大陸參加「第35屆圖書

館服務隊－中國廣州暨晉江國

際志工服務」

部分機票費 106.04.13 40,000

臺灣青年學生赴中國大陸從事志

願服務工作，並與當地青年學生

進行交流、體驗當地生活文化，

有助傳達我學生致力志工服務之

精神，發揮兩岸交流正面效益。

27 文教業務 銘傳大學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兩岸高等教育論壇」

旅運費、印製費及會

場布置費
106.04.28 100,000

邀請兩岸大學校長及學者專家，

就兩岸高等教育相關議題進行分

享交流，有助瞭解中國大陸高校

現況及展現臺灣高校自由多元學

風，增進兩岸教育交流。

28 文教業務 中國文化大學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海峽兩岸民間文學學術

研討會」

主持費及茶點費 106.06.15 21,520

邀請兩岸學者專家，就民俗及民

間文學相關議題共同研討及成果

發表，有助於促進兩岸民俗學及

民間文學之交流與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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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捐)助經費運用效益評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製表日期：107.3.13

29 文教業務 臺灣民俗學會 高雄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海峽兩岸海洋文化研討

會」

中國大陸人士住宿費 106.06.19 50,000

臺灣民俗學會與國立高雄海洋科

技大學共同主辦研討會，邀請兩

岸及國際研究海洋文化、民俗學

等相關領域學者共同研討，有助

於增進海洋民俗、海洋文化之學

術研究與經驗交流分享。

30 文教業務 淡江大學 新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年第六屆兩岸青年領袖

研習營」

膳宿費及印製費 106.06.20 200,000

兩岸青年學生針對臺灣民主政

治、社會文化與兩岸議題於臺進

行學術交流活動，有助於增進兩

岸青年學生互動，並瞭解臺灣民

主多元發展現況。

31 文教業務
 臺灣無障礙協

會
高雄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愛的路上－兩岸身心障礙者

交流及巡迴表演」

餐費、住宿費及交通

費
106.06.20 50,000

邀請中國大陸身心障礙人員來臺

參與表演活動，展示兩岸殘疾人

士才藝與精神，有助於促進兩岸

身心障礙人士的文化藝術經驗交

流與觀摩學習。

32 文教業務 東海大學 臺中市
在東海大學舉辦105學年度境

外生(含陸生)聯誼與研討活動

部分膳宿費、場地管

理及佈置費、印刷費
106.06.26 20,500

邀請兩岸青年學生參與文化及音

樂體驗活動，有助增進兩岸青年

學生交流互動，促進彼此的認識

與了解。

33 文教業務 東海大學 臺中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第3屆地方公共治理與發展

學術研討會」

部分膳宿費及印刷費 106.06.27 30,000

邀請兩岸學者及青年學生就「地

方治理」等議題進行研討、論文

發表及專題演講等，有助於兩岸

地方公共行政經驗之觀摩，增進

兩岸學術交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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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企劃業務 開南大學 桃園市
在臺灣舉辦「第十二屆全球化

與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出席費、評論費、主

持費
106.06.29 24,000

邀集國內大專院校學者專家、產

業及官方等探討大桃園地區學術

與在地實務結合研究，以及國際

公共事務與地方公共事務有效接

軌，並針對兩岸關係與臺灣發展

進行分組討論，有助各界瞭解兩

岸情勢與臺灣發展之關聯。

35 企劃業務 中興大學 臺中市
在臺灣舉辦「第十一屆兩岸和

平論壇」

活動出席費、論文印

刷費
106.06.30 101,000

會議探討近期影響兩岸關係內外

環境變數、當前兩岸關係主要問

題與挑戰，及未來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之選項評估，有助瞭解大陸

對臺美關係、臺灣國際關係與區

域情勢等看法，提供政策研析參

考。

36 企劃業務 中山大學 高雄市
在臺灣舉辦「第4屆臺日戰略

對話國際研討會」
交通費、論文印製費 106.07.05 75,000

本對話平臺業逐漸成為我方高層

官員與臺日具影響力學者互動之

「1.5軌」對話場域，有助促進臺

日政、學交流；討論議題包括兩

岸關係及大陸內部情勢，並探討

臺日及美方外交政策對整體區域

安全影響，與會學者相關觀點與

政策建議具政策參考價值。

第 13 頁



序號 工作計畫
補（捐）助

對象

所在之直轄

市或縣市
補（捐）助事項

補（捐）助

明細

核准核

銷日期

補（捐）助

金額
具體成果或達成效益

106年度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捐)助經費運用效益評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製表日期：107.3.13

37 企劃業務 中國文化大學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從2017年兩會看

大陸情勢與兩岸關係」
出席費 106.07.05 8,000

探討中國大陸「兩會」後，大陸

政經情勢及兩岸關係，有助政府

掌握中國大陸整體情勢動向。

38 企劃業務 淡江大學 新北市

在臺灣舉辦「2017淡江戰略學

派年會暨第十三屆紀念鈕先鍾

老師國際學術研討會」

印刷費 106.08.02 60,000

會議議題涉及兩岸關係和區域情

勢，與會學者專家相關見解可作

為政府因應兩岸情勢政策參考。

39 企劃業務 銘傳大學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2017南海研討

會」
場地費 106.08.04 20,000

會議討論南海情勢發展等議題，

與會學者相關見解可提供政府推

動政策參考。

40 企劃業務 中正大學 嘉義縣

在臺灣舉辦「探討亞太安全新

情勢─臺灣最佳戰略決擇論

壇」

引言費、出席費 106.08.04 11,000

會議研討成果有助政府瞭解當前

國際與東北亞最新情勢，及對兩

岸關係之影響。

41 企劃業務 南華大學 嘉義縣

在臺灣舉辦「2017中國大陸研

究年會暨『展望2020中國大

陸』學術研討會」

主持費、與談費、評

論費、發表費
106.08.09 80,000

會議就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

會、外交發展，及「一帶一路」

與歐亞合作、美中及兩岸關係等

議題，進行廣泛探討，會議成果

有助於瞭解學界對中國大陸內外

情勢變化之觀察。

42 企劃業務 暨南大學 南投縣
在臺灣舉辦「2017年臺灣的東

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印刷費 106.08.29 26,210

邀請外國學者討論區域國家與中

國大陸關係，相關見解可作為政

府推動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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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企劃業務 政治大學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第13屆兩岸和平

研究學術研討會」
交通費(機票) 106.09.07 60,000

邀集兩岸相關領域重要學者，探

討美中臺及東亞區域情勢下的兩

岸關係、亞太經濟整合對兩岸關

係影響，以及兩岸關係的現狀與

前景，有助各界瞭解變遷中的亞

太局勢與兩岸關係發展。

44 企劃業務 中山大學 高雄市
在臺灣舉辦「第十二屆青年領

袖外交事務研習會」
印刷費 106.09.12 50,000

有助青年學子瞭解政府兩岸政策

及兩岸情勢，提升研判國際、區

域與兩岸情勢知能。

45 經濟業務
中華兩岸文化

經貿交流協會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2017第四屆兩岸

經濟論壇」
業務費 106.07.31 100,000

本論壇主要邀請產官學界之專家

學者及中國大陸業者代表針對

「生技醫療」、「新興科技」、

「智慧農業」、「銀髮樂活」、

「綠能未來」及「城鄉改造」等

議題進行研討，透過意見交流及

討論，為兩岸民間產業搭建交流

平臺，有助兩岸產官學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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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元   製表日期：107.3.13

46 經濟業務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兩岸拼南向－臺

灣新南向競合抉擇論壇」
人事費 106.08.01 7,000

本次研討會議題主要就兩岸在新

南向地區之策略布局及競合機會

等議題進行研討，有助於強化我

兩岸政策與新南向政策之論述。

另本論壇亦針對中國大陸「一帶

一路」及兩岸在新南向地區之產

業合作競爭及策略等進行研討，

亦有助我推動新南向政策之參

考。

47 經濟業務
中華民國住宅

學會
新北市

在臺灣舉辦「亞洲不動產學會

暨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2017年

國際聯合學術研討會」

膳宿費 106.08.31 100,000

本活動共進行3場專題演講及辦理

11場論壇，發表346篇論文(英文

191篇、中文155篇)，與會者總計

631名(國外239名，國內392名)，

其中中國大陸及港澳與會者131名

，藉由活動交流機會，強化臺灣

不動產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並促

進不動產業升級，同時建立日後

的溝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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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中國大陸舉辦「106年大陸

臺商投資經營實務講習會」第

一期款

106.07.07 110,000

為協助臺商瞭解中國大陸人力資源及

內銷市場最新相關法令，臺北市生產

力促進協會以人力資源整合管理的內

容辦理「大陸臺商投資經營實務講習

會」，並赴天津、北京、福州、漳州

辦理活動。

赴中國大陸舉辦「106年大陸

臺商投資經營實務講習會」第

二期款

107.01.10 232,602

臺北市生產力促進協會於8月至10月

間，分別在中國大陸天津、北京、福

州、漳州各舉辦一場次大陸臺商投資

經營實務講習會，含括優勢動態策略

管理規劃實務、承上啟下的管理與溝

通等相關課程。

赴中國大陸舉辦「大陸地區臺

商經營管理實務講座(106年上

半年度)」

106.07.20 1,262,278

為提昇臺商經營管理能力，生產力中

心於5到6月間赴大陸南通、鎮江、成

都、鄭州、泰州、常熟、重慶、襄

陽、漳州、淮安、蘇州、日照、鹽

城、瀋陽，為臺商、臺商幹部及其員

工講授有關精益管理為核心邁向中國

製造2025、有效的管理與領導等實務

課程。

赴中國大陸舉辦「大陸地區臺

商經營管理實務講座(106年下

半年度)」

107.01.08 1,086,213

生產力中心於9月至12月間於大陸武

漢、青島、平潭、無錫、徐州、重

慶、揚州、清遠、北京、廈門、漳

州、西安等地辦理12場次臺商經營管

理實務講座，講授有關工廠管理實

務、連鎖加盟經營管理實務、大數據

的應用等實務課程，有助提升大陸臺

商經營管理能力，降低在大陸投資經

營的風險。

臺北市
臺北市生產力

促進協會
經濟業務48

人事費、差旅費、業

務費、雜費

人事費、差旅費、業

務費、雜費
49 經濟業務

財團法人中國

生產力中心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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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元   製表日期：107.3.13

50 經濟業務
臺北市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
臺北市

赴中國大陸舉辦「2017年大陸

在地巡迴研討會」

人事費、差旅費、業

務費、雜費
106.07.27 587,319

為增進臺商在大陸之投資經營能

力，同時亦提供臺商彼此聯繫溝

通之機會，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

業公會於4月至5月間分別在大陸

廈門、漳州、福州、珠海、北

京、青島、濟南、鄭州、上海、

昆山、蘇州、無錫、常州各舉辦

一場臺商座談會，研習活動涵蓋

詳解最新稅務、肥咖條款、海關

稽查相關條例及勞動評級相關規

定等課程。

51 法政業務 國立交通大學 新竹市
在臺灣舉辦2017年第8屆海峽

兩岸刑法論壇

評論費、主持費、膳

宿費
106.07.05 50,000

「海峽兩岸刑法論壇」係兩岸刑

法學者及產官學界針對刑事法律

議題交流之重要平臺。本年度論

壇主題聚焦於「刑事制裁之新視

野」，包含罰金刑之變革、日額

罰金刑引進之探討、不法利得之

剝奪以及法人之刑事制裁等主題

，邀請兩岸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及

發表論文，匯聚研究的能量，互

相檢證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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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法政業務
財團法人聯新

文教基金會
桃園市

在臺灣舉辦2017亞太空港醫療

救護國際研討會
大會手冊印刷費 106.08.11 50,000

本次活動由兩岸及各國在航站醫

療救護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共同

與會，分享實務經驗，提供亞洲

各大機場醫療中心聯繫合作交流

平臺；而我國以身為主辦國之便

，可在全球競爭中取得先機，同

時自各國經驗與優點中擇善而從

，快速提升我國機場之競爭力。

53 法政業務 東吳大學 臺北市
在中國大陸舉辦第十五屆兩岸

四地民法典學術研討會
膳宿費、旅運費 106.08.25 100,000

透過兩岸民事法學者齊聚一堂探

討與激盪，使我方更能瞭解其

「民法總則」之立法內容、實務

趨勢及影響程度，能有效促進兩

岸法學交流，並將我方先進法治

觀念傳遞於陸方，對中國大陸法

制產生實質且具體之影響力。

54  港澳業務

中華全國在臺

港澳大專學生

聯合會

新竹縣
在臺辦理「第二十三屆全臺港

澳學聯會員大會」
部分住宿費、場地費 106.07.31         35,000

本活動係由跨校性港澳在臺學生

社團邀集各校港澳學生社團參加

，透過各大學港澳學生代表交流

，瞭解港澳生在臺就學及生活情

況，相關活動成果可使政府未來

相關政策或活動規劃，更能貼近

實際需求，亦能適時提供協助，

協助港澳生更快融入在臺生活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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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港澳業務
桃園市立仁和

國中
桃園市

赴港參加「2017年度香港城市

田徑錦標賽」
部分旅運費 106.08.21         30,000

該團於本賽事取得3面銅牌及多項

前8名之佳績，符合參加此賽會的

預期成效和期待，確有助於提高

我田徑運動在國際之知名度，且

此行赴港除藉機與他國選手交流

汲取經驗，亦對當地文化有深入

瞭解，強化臺港體育與青年交流

，活動成效良好。

56 港澳業務

社團法人臺灣

葡萄園關懷協

會

臺北市

赴港澳參加「飛越國界看見希

望」-葡萄樹視障樂團巡迴音

樂會

部分旅運費 106.08.23         30,000

葡萄園協會辦理「飛越國界看見

希望」─葡萄樹視障樂團巡迴音

樂會活動，分別於澳門及香港進

行17場表演，曲目中有7首原住民

及臺灣歌謠，11首流行及創作歌

曲，獲得兩地觀眾的熱烈迴響，

除提升臺灣表演團體之能見度外

，並使港澳居民對臺灣的音樂藝

術有所了解，感受到該視障表演

團體對生命之熱愛，在港期間該

會並拜會香港視障中心，參觀學

習視障者的有聲書及點字書設備

，並與香港視障人士進行交流，

達到本會補助該團體進行交流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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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港澳業務
財團法人愛與

和平基金會
臺北市

赴香港參加第19屆「兩岸四地

青少年朗誦比賽」
部分旅運費 106.09.05         50,000

是項活動已持續辦理19屆，業已

成為一個兩岸四地青少年的交流

平臺，本年該基金會組團參加

「兩岸四地青少年朗誦比賽」，

成績斐然，經由比賽活動過程，

達到臺灣與中國大陸、香港、澳

門青少年相互交流之目標，透過

今年之朗誦主題亦有助於提升參

加人員之環保意識及理念，宣揚

臺灣環保工作績效。

58 港澳業務
中華港澳之友

協會
新北市

在臺辦理「香港教育界人士交

流團」接待工作

機票費、膳宿費、座

談會、歡迎晚宴、交

通費、保險費、印製

費、訪問費/導覽解說

費

106.09.29        350,000

本團來臺透過座談會及拜會等方

式，有助增進對臺灣各大學有關

學生就學、照顧及具體輔導措施

之了解，有助於我在港招生工作

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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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聯絡業務
苗栗縣苗栗市

建功國民小學
苗栗縣

赴中國大陸參加「兩岸校際交

流表演活動」
部分機票費 106.07.28 50,000

建功國小5年級舞蹈班26名學生及

校長、家長代表、指導老師共計

33人，應中國大陸江蘇省無錫市

育紅國小及華東臺商子女學校邀

請於106年5月16日至5月21日前往

中國大陸進行為期6天的訪問，除

在育紅國小入班上課外，並與華

東臺商子女學校、康橋國際學

校、育紅國小進行交流座談對話

及表演客家戲劇、歌謠及舞蹈。

另安排與杭州市舞蹈社團進行交

流表演，透過實地互動觀摩學習

，讓學生有機會增進多元文化學

習，拓展國際視野，推廣客家文

化，展現本土客家本色。

60 聯絡業務
新北市體育總

會
新北市

赴中國大陸參加「首屆兩岸城

市龍舟文化交流活動」
部分機票費 106.08.04 50,000

本案活動由上海市龍舟協會在上

海舉辦，邀請新北市體育總會、

新北市議會、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等共約96人，於106年6月9日至12

日赴陸進行交流，本案自2013年

起由新北市體育總會與上海市龍

舟協會輪流主辦。106年起為擴大

雙方城市參與，邀請臺北市及南

京市加入活動，藉由賽事舉辦，

上海亦提供場地行銷新北市城市

觀光旅遊，評估對兩岸體育交流

及行銷新北市觀光具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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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聯絡業務
臺灣公益組織

教育基金會
嘉義縣

赴中國大陸參加「第四屆兩岸

學子論壇」
部分機票費 106.08.18 80,000

「兩岸學子論壇」活動自2014年

起，迄今已辦理3屆，此次活動由

臺大、政大、文化、淡江、東

海、臺灣藝大、雲科大、成功、

中山、世新大學等校碩、博士生

一行48名前往中國大陸廈門大學

臺灣研究院參加，並由各論文發

表人就政治、經濟、歷史、法

律、文學、兩岸、視頻等議題分

組發表及討論，評估有助於兩岸

大學生相互瞭解及交流具正面效

益。

62 文教業務 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兩岸鄉村論壇－兩岸基

層社區發展論壇」

部分膳宿費及租車費 106.06.30 199,710

邀請中國大陸民間社會組織工作

者來臺參加論壇及參訪，展現臺

灣民間參與社區營造之充沛動能

與人文思維。

63 文教業務 東吳大學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年英才盃臺滬英語專業大

學生演講與辯論交流賽

部分住宿費、旅運費

及場佈費
106.07.03 126,000

邀請中國大陸師生來臺交流，透

過賽事相互精進切磋，有助於達

到兩岸學術交流互動的實質意

義。

64 文教業務

中華民國私立

大學校院協進

會

臺北市
在臺辦理「2017大陸臺商菁英

招聘會」

部分設備使用費及印

刷費
106.07.04 100,000

邀請兩岸大專院校應屆畢業學生

參與活動，有助於兩岸青年學生

瞭解我產業發展現況，協助陸生

畢業後返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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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文教業務
臺灣社區重建

協會
臺中市

赴中國大陸參與「2017年兩岸

社區治理論壇與參訪交流計

畫」

部分機票費及旅行平

安險費用
106.07.06 200,000

臺灣社區組織工作者及學者專家

赴中國大陸辦理兩岸社區治理論

壇及參訪，分享臺灣社區營造與

地方文化保存成效。

66 文教業務
社團法人生命

勵樂活輔健會
臺北市

赴中國大陸人士參與「2017年

『輪行無礙』兩岸手搖自行車

『節能減碳、健康照護』運動

暨生命教育宣廣活動」

部分交通費 106.07.06 150,000

臺灣手搖車選手及教練赴中國大

陸進行手搖車競技觀摩，促進中

國大陸人士認識臺灣無障礙自行

車運動及生活文化簡介、特殊自

行車的健康促進對策等。

67 文教業務 淡江大學 新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文化創意中的兩岸風景-淡

江大學、福建師範大學兩岸文

創論壇」

中國大陸學者教師住

宿費
106.07.10 50,000

邀請兩岸大學師生與會發表論文

，共同探討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

，有助於兩岸文化創意相關議題

之交流瞭解，促進兩岸文化創意

的發展。

68 文教業務

社團法人中華

海峽兩岸身障

文創藝術協會

新北市
赴中國大陸參與兩岸身障藝文

交流活動
部分機票費 106.07.13 50,000

邀請兩岸身障人士參與藝文演出

及觀摩活動，有助於增進兩岸身

障教育觀摩學習，促進兩岸身心

障礙人士的文化藝術經驗交流與

合作。

69 文教業務 琴園國樂團 臺北市

赴中國大陸辦理《說書人音樂

劇場－大唐盛世‧李謩傳奇》

大陸巡演計畫

部分機票費 106.07.20 100,000

赴中國大陸進行音樂巡演活動，

有助於兩岸音樂文化交流，推廣

臺灣傳統音樂藝術風格，並展現

臺灣豐富多元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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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文教業務

輔仁大學學校

財團法人輔仁

大學

新北市
辦理105學年度第7屆北部地區

大學陸生大會
部分膳宿費及印刷費 106.07.21 8,786

邀請在臺陸生進行交流，有助在

臺陸生抒發情感，並建立本會與

各校陸生社團之溝通管道。

71 文教業務 中華書道學會 臺北市
赴中國大陸辦理「藝外言中」

上海展
部分機票費 106.07.21 150,000

赴中國大陸辦理書畫藝術展覽，

有助於發揮臺灣書畫藝術家作品

豐富的人文色彩，促進兩岸藝術

家相互觀摩交流。

72 文教業務
花蓮縣美術協

會
花蓮縣

赴中國大陸辦理「2017海峽兩

岸藝術論壇暨書畫展」
部分機票費 106.07.24 30,000

赴中國大陸參與書畫藝術展覽及

兩岸藝術座談等交流活動，有助

於促進兩岸藝術家相互觀摩交流

，展現臺灣書畫藝術家作品豐富

的人文特色。

73 文教業務 玄奘大學 新竹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第十五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

論與實踐學術會議」

中國大陸人士部分機

票費
106.08.08 30,000

邀請中國大陸宗教、哲學相關領

域學者專家來臺參加學術研討會

，有助於促進中國大陸人士瞭解

我宗教學術發展及宗教信仰自

由。

74 文教業務
中華民國壘球

協會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年海峽盃女子壘球賽
部分球隊膳宿費 106.08.08 50,000

兩岸女壘進行交流，透過兩岸體

育交流帶動壘球參與之風氣，增

進兩岸壘球運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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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文教業務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
新北市

赴中國大陸辦理2017「藝路向

北」關懷北京燒燙傷兒童志工

隊交流活動

部分機票費 106.08.25 50,000

赴中國大陸北京民間公益團體及

燒燙傷醫院，關懷燒燙傷兒童，

有助彰顯我公益服務與人道關懷

精神，及扶助弱勢之公民社會軟

實力，增進兩岸良性互動。

76 文教業務
社團法人臺灣

戲劇協進會
臺中市

2017年「臺灣傳統戲劇赴陸文

化交流團」赴陸交流活動
部分住宿費及機票費 106.08.30 50,000

赴中國大陸與大陸相關藝文團體

進行戲劇觀摩交流，有助於促進

兩岸戲劇文化交流，拓展我傳統

本土戲劇文化特色及藝術內涵。

77 文教業務
東莞臺商子弟

學校
臺北市 106年學生暑期返臺授課活動 部分教材費及食宿費 106.09.11 1,002,000

強化中國大陸臺商子女對臺灣文

化與社會之認識與瞭解，補充臺

商學校課程，落實教學的完整

性。

78 文教業務 國立臺灣大學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兩

岸海峽青年論壇-文化創新與

原住民族活動

部分膳宿費 106.09.12 70,000

邀請兩岸學生參訪臺灣原住民部

落，並舉辦學生座談，有助於促

進兩岸青年學生良性互動。

79 文教業務

中華民國大學

院校藝文中心

協會

高雄市
赴中國大陸辦理兩岸藝術教育

交流活動
部分機票費 106.09.19 80,000

赴陸參與兩岸藝文發展座談，有

助於展現臺灣當代藝術與高等教

育的文化軟實力，傳遞臺灣多元

文化，促進兩岸藝文交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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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文教業務 靜宜大學 臺中市 在臺辦理陸生聯誼與研討活動
活動餐費、場地及佈

置費
106.09.22 17,000

辦理陸生音樂交流活動，並邀請

臺生音樂社團參與音樂文化交流

，有助增進兩岸青年學生交流互

動，促進彼此的認識與了解。

81 文教業務
社團法人臺灣

原聲教育協會
臺北市

赴中國大陸辦理「玉山天籟」

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及打擊樂

團2017年中國大陸巡演及參訪

交流計畫

部分機票費 106.09.22 80,000

赴中國大陸表演臺灣原住民傳統

音樂及參訪交流，有助於展現臺

灣原住民傳統音樂文化特色，促

進兩岸音樂藝術交流。

82 文教業務
臺北市立介壽

國中
臺北市

2017介壽國中國樂團赴上海交

流參訪
部分機票費 106.09.25 80,000

赴中國大陸進行兩岸音樂藝術交

流，有助於中國大陸民眾瞭解具

臺灣特色的音樂藝術風格，增進

兩岸音樂藝術交流。

83 文教業務 東吳大學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文化的力量：傳承與創新」

兩岸學術研討會暨文創產業觀

摩

部分機票費 106.09.26 30,000

邀請中國大陸學者與會共同探討

文化等相關議題，有助於兩岸文

化相關議題之學術交流，促進兩

岸文化發展。

84 文教業務
財團法人海棠

文教基金會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年『非營利組織之評估

－績效與責信』研討會暨工作

坊」

部分印刷費 106.09.29 30,000

邀請中國大陸及香港學者專家來

臺參加，分享臺灣教育文化及社

會福利等社會組織在責信實務的

推展經驗。

85 企劃業務
臺灣戰略研究

學會
新北市

在臺灣舉辦「戰略創新-臺灣

戰略思維之變革國際戰略學術

研討會」

論文評論費 106.11.28 20,000

探討議題涵括兩岸及美中關係，

相關見解可作為政府未來決策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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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企劃業務 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中共『十九大』

政治菁英甄補：政治意涵、制

度規範與影響評估國際學術研

討會」

稿費、評論費、論文

印製費
106.11.30 98,575

邀請陸港澳臺專家學者研討交流

，提供對中共「十九大」後高層

政治、軍隊改革、經濟與社會觀

察、看法，有助瞭解中國大陸相

關發展情勢。

87 企劃業務 中國政治學會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2017年會暨危機

中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對思

想脈動、政權輪替、區域整

合、公共治理及族群政治的影

響學術研討會」

印刷費 106.11.16 60,000

討論議題包括南海、亞太區域情

勢，有助本會瞭解當前情勢，作

為後續政策參考。

88 企劃業務 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中共『十九大』

菁英甄補：研判與反思研討

會」

稿費、評論費、演講

費、論文印製費
106.12.13 97,000

研討中共「十九大」會議前預

測、研判黨政人事及政策走向，

並透過會後檢討，調整觀察面向

，提供日後對中國大陸內部情勢

研判。

89 企劃業務
中華民國當代

日本研究學會
高雄市

在臺灣舉辦「習近平鋪展外交

重要布局-探論一帶一路與三

大論壇」

人事費(評論、引言) 106.12.14 10,000

與會學者觀點有助政府瞭解陸方

外交戰略布局及挑戰，掌握陸方

相關作為對區域、兩岸及臺灣之

影響。

90 企劃業務 國立中興大學 臺中市
在臺灣舉辦「第15屆全球戰略

臺海安全學術研討會」
住宿費 106.12.19 30,200

會議邀請兩岸學者針對東北亞區

域安全之結構分析、北韓核武問

題之發展與挑戰，及東北亞區域

和平之潛在機會相關議題進行探

討，研判中國大陸外交政策未來

發展、北韓及東北亞整體情勢，

相關研討成果有助本會瞭解並掌

握當前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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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企劃業務
中華民國當代

日本研究學會
高雄市

在臺灣舉辦第八屆日本研究年

會國際研討會
印刷費 106.12.19 30,000

邀請國內及日本重要學者共同討

論當今中日臺及整體東亞情勢，

如安倍對外政策、美中在韓半島

的競逐、日本對臺灣問題的看

法、日本對「一帶一路」的分析

等，相關討論內容可作為本會未

來情勢研判之參考。

92 企劃業務
中華民國當代

日本研究學會
高雄市

在臺灣舉辦2017年亞太智庫領

袖峰會
印刷費 106.12.20 50,000

會議探討議題有助政府掌握亞太

區域情勢，並使國際社會瞭解當

前兩岸情勢及政府兩岸政策。

93 企劃業務
國立臺灣大學

歐盟中心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第7屆兩岸歐盟

研究學術論壇」

論文印製費、出席

費、主持費
106.12.20 26,880

邀請兩岸學者共同討論歐盟及兩

岸議題，相關研討成果有助我政

府因應兩岸情勢變化，及政策研

議之參考。

94 企劃業務
亞太區域發展

暨治理學會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兩岸菁英學人互訪蹲點研究

獎助計畫」

人事費、住宿費、旅

運費
106.12.22 49,807

中國大陸學者來臺蹲點研究臺灣

社區治理模式，瞭解各自社區治

理推動情形，對兩岸分享軟實力

具相當助益。

95 企劃業務 國立臺灣大學 臺北市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
編輯助理費、打字排

版費
106.12.25 80,000

此刊物在兩岸關係及中國大陸研

究的學界中具有相當能見度，相

關內容有助於國內外各界瞭解當

前兩岸與大陸情勢的發展與研究

成果，亦有助於政府與學界的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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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企劃業務 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習近平時期的中

國政治經濟研討會」

住宿費、旅運費、餐

費
106.12.26 80,000

會議彙集國內外學者專家，就中

國大陸政治經濟發展、轉型模式

提出具體研究成果與觀察，有助

瞭解未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重點

領域及政策取向。

97 企劃業務 國立東華大學 花蓮縣

在臺灣舉辦「新形勢下的兩岸

關係：挑戰與機遇國際研討會

暨高長教授榮退紀念研討會」

機票費、出席費 106.12.28 120,000

邀集國內、中國大陸及國際等具

代表性學者共同探討兩岸當前新

形勢、比較國際和平經驗及提供

兩岸發展穩定機制框架等，有助

政府掌握兩岸關係發展趨勢，並

作為研議政策之參考。

98 企劃業務
中華民國高等

政策研究協會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2017中共解放軍

國際研討會」
機票費 107.1.9 220,000

會議就解放軍近年改革情形、相

關發展及在亞太周邊動態等議題

進行廣泛探討；會議成果有助於

政府瞭解國內外學界對中共軍力

相關研究。

99 經濟業務

中國文化大學

市政暨環境規

劃學系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2017第九屆都市

與農村經營研討會」
租車費及印刷費 106.9.18 50,000

以2050城鄉規劃願景為論壇主題

，邀請兩岸專家學者及師生共同

討論，促進兩岸相關領域經驗分

享及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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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經濟業務
臺灣氣膠研究

學會
新北市

在臺灣舉辦「第15屆海峽兩岸

氣膠技術研討會」
場地費 106.11.6 120,000

研討參與者包括兩岸氣膠、環境

科學技術專家約120人與會，主題

分別為氣膠物理學特性及來源解

析、氣膠量測與儀器分析、氣膠

污染及監測技術、氣膠與人類健

康、氣膠的氣候與環境效應、氣

膠與環境污染控制技術、氣膠與

職業安全衛生以及其他空氣品質

相關研究等多項主題，應有助於

兩岸氣膠技術、氣候變遷、環境

保護合作、空氣品質之交流，提

供兩岸相關合作經驗之分享平臺

及促進瞭解相關現況與政策。

101 經濟業務
臺北市東亞暨

兩岸治理協會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大陸市場轉型變

遷與社會治理：兩岸觀點」研

討會

論文撰稿及研究費、

演講費、主持評論

沸、論文印製費

106.12.27 90,000

本次研討會議題主要就中國大陸

市場轉型變遷等議題進行研討，

有助於促進兩岸交流與對中國大

陸政策的瞭解與溝通，同時，本

次研討會亦針對兩岸社區治理進

行研討，促進兩岸人民的相互瞭

解，並傳遞臺灣多元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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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經濟業務 中央大學 桃園市
在臺灣舉辦「第7屆海洋環境

監測及預報技術研討會」

住宿費、交通費、論

文印製費
106.11.27 100,000

參與者包括國際及兩岸基礎海洋

科學、海洋防災、減災與近岸海

洋環境等專家150人與會，研討會

自94年起辦理第1屆活動屬海洋環

境科學學術研討會性質，本屆活

動主要分為基礎海洋科學、海洋

防災減災與近岸海洋生態環境等

面向，亦有海洋數值模式及預報

技術、海洋雷達及遙測技術、海

上觀測技術發展及應用、海洋環

境生物地球化學、海洋帶災害與

管理等多項主題，應有助於兩岸

海洋環境監測及預報技術的研究

和應用能力之交流，提供兩岸相

關合作經驗之分享平臺及促進瞭

解相關現況與政策。

103 經濟業務
臺北金融研究

發展基金會
臺北市

赴中國大陸舉辦「第二十二屆

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
論文印製費 106.12.20 200,000

本研討會針對金融科技、綠色金

融、普惠金融、票據(券)業務、

銀行業支持科技與文創、養老金

融、私人銀行等7項專題進行討論

，並於會後安排分組參訪當地主

要金融同業機構，透過與會專家

學者及金融業者相互交流研究成

果及實務經驗，有助推動兩岸金

融交流互動，並提供各界人士相

關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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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經濟業務
臺北市電腦商

業同業公會
臺北市

赴中國大陸辦理「106年度協

助大陸臺商e化暨轉型升級活

動計畫」

交通費、生活費、場

地租金與布置、印刷

費

106.12.07 220,000

電腦公會於4月至10月間分別在大

陸江蘇蘇州（2場）、福建泉州、

福建漳州各舉辦一場協助臺商e化

活動，包括智慧製造暨智慧應用

解決方案研討會、產業升級轉型

交流座談會等，亦提供資訊服務

業者現場服務與臺商彼此聯繫溝

通之機會。

105 經濟業務

臺灣區電機電

子工業同業公

會

臺北市
赴中國大陸舉辦「2017大陸臺

商高階主管經營研習會」

人事費、交通費、業

務費
107.01.08 216,875

電電公會於6月至10月間，在中國

大陸吳江、無錫、南通、太倉、

上海、蘇州等地舉辦6場臺商高階

主管經營研習會。活動內容涵蓋

工業4.0的管理衝擊與變革、永遠

的精實管理等主題，不僅使大陸

臺商得以瞭解最新政策與經營資

訊，亦提供臺商彼此聯繫溝通之

機會。

106 經濟業務
財團法人中國

生產力中心
新北市

赴中國大陸舉辦「大陸地區臺

商經營管理實務講座(寧波、

鹽城)」

人事費、差旅費、業

務費、雜費
107.01.05 212,405

生產力中心於11月28日於大陸寧

波、11月30日於鹽城辦理臺商經

營管理實務講座，講授有關「在

互聯網+驅動下之產品服務創新思

維暨M世代的品牌行銷」的實務課

程，使大陸臺商瞭解最新政策與

經營資訊，提供臺商聯繫溝通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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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經濟業務
中華民國全國

商業總會
臺北市

在臺灣辦理106年度「工商會

務季刊」
印刷費、發行費 106.12.27 100,000

本刊物旨在作為政府與900餘個工

商團體及其會務人員等之溝通平

臺，藉由傳達政府施政理念、產

業發展新知、標竿學習案例、兩

岸經貿推動、環球產經專題及法

規政令頻道等報導，促使工商團

體及其會務人員具備足夠之知識

經濟能量，以利達成工商團體各

階段任務，亦提升各界對政府政

策的支持與推廣，進而落實政府

施政目標。

108 經濟業務
中華民國全國

工業總會
臺北市

在臺灣辦理「106年增進工業

團體配合政府政策暨強化組織

功能計畫」

印刷費、郵電費、租

金、布置費、文具紙

張費、旅運費

106.12.20 250,000

本計畫繼續強化各產業公會與政

府溝通管道，並配合政府政策宣

導，發揮產業公會功效，善盡協

助完成政府施政及服務會員廠商

等任務。

109 經濟業務
中華民國全國

商業總會
臺北市

赴中國大陸辦理「106年臺資

企業幹部研習計畫」

人事費、差旅費、業

務費
106.12.07 200,000

本計畫於5月17日與10月24日分別

在大陸江西南昌、海南海口各舉

辦一場研習活動，包括講授員工

管理及勞動爭議常見問題與對

策、轉型升級常見問題與對策等

，提供臺商轉型升級的經驗，並

與臺商Q&A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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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法政業務

財團法人臺北

市賽珍珠基金

會

臺北市

在中國大陸舉辦2017中國鎮江

賽珍珠國際文化交流活動開幕

式暨2017賽珍珠國際學術研討

會

保險費、機票費 106.11.10 42,651

賽珍珠基金會邀請德明財經科技

大學余玉照教授參加此次活動，

余教授代表我方，與世界各學界

代表從藝術、歷史、文學等面向

，探討賽珍珠對世界及兩岸交流

之影響。

111 法政業務
社團法人臺灣

調適科學會
臺中市

在臺灣舉辦第八屆海峽兩岸低

氧及膳食健康學術研討會

論文印製費、場地

費、保險費
106.11.13 50,000

本活動對於兩岸低氧與膳食等健

康科學，及兩岸相關領域之良性

互動，均有正面效益，除學術交

流外，亦有益於兩岸醫藥衛生交

流之良性互動。

112 法政業務

社團法人中華

社會福利聯合

勸募協會

臺北市

在中國大陸上海舉辦聯合勸募

「社會創新兩岸交流」上海參

訪計畫

機票費 106.11.03 50,000

藉由交流互訪活動來交換彼此業

務經驗，有助提高慈善團體的工

作效率、提升績效，進而改善受

益人的生活，在兩岸民間組織的

交流方面，政府持續推動鼓勵兩

岸民間公益組織的交流互訪，可

深化業務經驗的交換，引導陸方

公益團體組織發展。

113 法政業務
臺灣職業衛生

學會
臺北市

赴中國大陸參加第八屆海峽兩

岸職業衛生學術交流會及第二

十五屆海峽兩岸及香港、澳門

地區職業安全健康學術研討會

膳宿費 106.10.31 50,000

兩岸職業衛生交流會已連續舉辦7

屆，會中發表之論文與討論議題

，不僅有學術交流、分享功能，

亦提供兩岸職業衛生人員相互觀

察、互動之平臺，有益於兩岸相

關領域之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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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法政業務
財團法人董氏

基金會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第九屆兩岸四地菸

害防制交流研討會
場地布置費 106.10.16 100,000

本次活動就兩岸菸害防制政策的

建構現況與未來發展等議題進行

心得與經驗分享，除展現我公共

衛生實力，對於增進兩岸在健康

領域合作關係，及促進兩岸公衛

議題之良性交流亦有助益。

115 法政業務
新北市愛心關

懷慈善會
新北市

在臺灣舉辦故鄉的月－傳統技

藝傳承與跨文化交流活動
音響設備費、補給水 106.11.06 80,000

本次活動邀請本會張副主委出席

並致詞，與陸配朋友一起包月餅

同樂，關心渠等在臺生活情形，

此次活動也讓新住民朋友體驗臺

灣中秋節傳統文化，拉進國人與

新住民之距離，展現臺灣對多元

文化之包容與尊重，並透過此次

機會向民眾宣導政府最新政策。

116 法政業務
彰化縣新住民

發展協會
彰化縣

在臺灣舉辦106年度新住民慶

祝中秋活動
月餅材料 106.12.04 20,000

本活動讓新住民朋友體驗臺灣中

秋節傳統文化，並由彰化縣服務

站志工及通譯擔任烘焙老師，移

民署彰化縣服務站也至現場擔任

工作人員、通譯人員，拉進行政

機關與新住民之距離，展現政府

關懷新住民在臺生活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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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法政業務
中華國土安全

研究協會
桃園市

在臺灣舉辦第13屆恐怖主義與

非傳統安全學術研討會

主持費、評論費、論

文撰稿費、研究費及

論文印刷費

106.12.26 73,000

本次研討會之舉辦，有助於兩岸

相關學者之交流，並促進雙方之

瞭解；研討會出席人員來自中國

大陸、韓國及我國各領域專家，

藉由研討會建構之平臺進行交流

互動，能深化彼此友誼，暢通合

作管道。

118 法政業務
社團法人臺灣

醫事法學會
臺北市

在臺灣舉辦第八屆海峽兩岸醫

事法學術研討會暨交流參訪活

動

膳宿費、印刷費 106.12.12 45,000

本次會議針對中國大陸藥品審

查、管理相關法規與實務情況等

議題進行學術交流，可增進兩岸

醫事領域良性互動及具體作業之

推動，對兩岸主管機關業務交流

，亦有其正面效益。

119 法政業務 輔仁大學 新北市
在臺灣舉辦第八屆海峽兩岸民

事訴訟法學術研討會

誤餐費、茶點費、租

車費、論文印製費
107.01.02 80,000

本次兩岸民事訴訟法專家學者間

的交流、對話，可促使臺灣學者

拓展不同的視野，提供臺灣民事

訴訟程序於立法上、學說上與實

務上不同的思考方向。持續舉辦

兩岸民事訴訟法研討會有其必要

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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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法政業務 國立東華大學 花蓮縣
在臺灣舉辦2017海峽兩岸國際

私法學術研討會

主持費及出席費、論

文及會議資料印製

費、場地設計布置費

106.12.28 80,000

活動結合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功能

與展望、人際區際及時際法律衝

突等議題，共同探討兩岸國際私

法的立法與司法實務目前面臨情

況，互相探討彼此關切的重要課

題，有助促進雙方增進互信、化

解分歧、擴大共識。

121 法政業務
中華民國刑事

偵防協會
臺北市

在澳門舉辦第12屆海峽兩岸暨

香港澳門警學研討會
機票費 107.1.9 81,000

兩岸於98年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

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兩岸暨

香港澳門警學研討會係兩岸及香

港、澳門警政單位相關人員交流

之重要場合，值我政府予以重視

，並利用此交流場合，促使陸方

瞭解我方在推動打擊跨境電信詐

騙犯罪之努力，並呼籲陸方公安

機關應積極與我展開合作，以保

障民眾權益。

122 港澳業務
臺北愛樂室內

及管弦樂團
臺北市

赴港辦理「臺北愛樂2017香港

演出臺灣之夜」
部分機票費 106.11.02 100,000

臺北愛樂本次應邀赴港演出，活

動獲當地媒體大幅報導，有助於

提升臺鄉團體及該團之能見度。

另該團本次之演出有效展現臺灣

音樂與藝術文化軟實力，增加我

民間藝術表演團體之國際能見度

，對促進臺港民間藝文團體之互

動交流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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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港澳業務

中華全國在臺

港澳大專學生

聯合會

新竹縣

赴澳辦理「2017年至2018年度

澳門學生赴臺升學暑假輔導

會」

部分印刷費、郵費及

文宣費
106.11.21 20,000

本活動係主要協助海外聯招會澳

門考區分發錄取通知，並由在臺

港澳學生分享在臺就學及生活經

驗，鼓勵當地中學生來臺就學，

歷來辦理成效均相當良好。

124 港澳業務
臺灣志願服務

國際交流協會
高雄市

赴港參加「兩岸四地青年義務

工作論壇」
部分旅運費 106.12.14         30,000

該論壇有助於展現臺灣在公共事

務與社會福利價值，促進我方與

港澳及中國大陸民間志工團體及

相關專業機構之良性互動與交

流。據該會出席人士告知，此行

收穫豐富，有效展現臺灣在青年

志願服務上的專業與實力，並增

加我民間志工團體之曝光度，對

促進臺港民間青年與志工團體之

互動交流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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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港澳業務
臺灣服務業聯

盟協會
臺北市

赴港參加「亞洲物流及航運會

議」

部分機票費、交通

費、印刷及郵電費
106.12.14         80,000

臺灣服務業聯盟協會本次組團赴港

參加「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成

員包括國內物流、航港管理及機場

管理等領域產官學界人士，透過參

與上述國際性論壇活動，對促進國

內相關領域從業人員認識及瞭解物

流及航運等領域最新發展趨勢，有

很大助益，有效強化我方主管機關

及業者與國際之接軌。另該團成員

於訪港期間，亦參加由「香港－臺

灣商貿合作委員會」主辦之「港臺

經貿論壇」活動，與該會吳永嘉主

席及港方與會人士就臺港經貿交流

議題交換意見，藉此增進雙方互動

聯繫。「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為

辦理有年之國際性會議，我方組團

參加，有助拓展我航運物流產官學

界之國際視野，且因香港已於106年

11月間與東協簽訂FTA，值政府大力

推動新南向政策之際，參與港方相

關活動，可有效增進我方對香港航

運物流業界當前發展之瞭解，並對

其在東協各國之布局有進一步之認

識，提升其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之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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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港澳業務
中華港澳之友

協會
新北市

在臺辦理「香港教育界人士赴

臺交流團」接待工作

部分機票費、膳宿

費、座談會、歡迎晚

宴、交通費、保險

費、印製費、導覽解

說費

106.12.25        500,000

透過辦理座談會及拜會政府機關

及參訪大專院校等方式，增進渠

等對臺灣各大學有關學生就學及

照顧之了解，有助於我在港招生

之正面效應，且對於強化臺港交

流及香港教育界人士與我政府之

聯繫等，均具有重要效益。

127 港澳業務
中華港澳之友

協會
新北市 在臺辦理「香港輿情座談」

機票費、膳宿費、主

持與出席及稿費、餐

敘費、交通費、會議

資料蒐集及印製費、

禮品費、點心茶水費

106.12.26        143,213

中國大陸十九大召開後，各界均

高度關注兩岸關係走向，此次透

過香港專家學者座談，就中國大

陸對港政策提出看法，有助本會

強化兩岸及臺港關係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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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港澳業務
中華港澳之友

協會
新北市 赴澳出席「臺澳論壇」 部分機票費 106.12.27        100,000

由論壇辦理成果觀察，澳門媒體

引述港友會張五岳會長致詞：

「澳門係具積極性、前瞻性角色

，能夠為現階段新形勢下的兩岸

關係或澳臺關係，注入活水跟動

能。」。澳門中華文化協會理事

長崔世平提出之「四不一沒有」

(兩會【指文協與港友會】致力臺

澳交流初衷不能變、臺澳論壇不

能停、不管兩岸關係如何變化，

兩會交流活動不能斷以及不能忽

略年輕人在未來為臺澳關係的努

力上做出貢獻、交流不拘形式沒

有限制)，均對臺澳交流採正面立

場，有助彰顯臺澳關係之重要性

，本次論壇讓兩會努力構建的平

臺仍能保持運作，持續發揮促進

臺澳交流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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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港澳業務 竹圍工作室 新北市
赴港參加「城市文化交流會議

2017香港年會暨二十週年慶」
部分旅運費 106.12.29         50,000

會議主題為「文化交流」及「城

市品質」，我方代表於大會開幕

時播放官方版「白晝之夜」與民

間版「流浪到臺北」影片，因內

容有人文關懷與溫度，獲得極高

肯定，確有助於彰顯臺灣在文化

事務與城市發展價值。另整體活

動亦能促進我方、香港及中國大

陸民間藝文團體及相關機構之良

性互動，已達本會補助該活動之

目的。

130 港澳業務
中華港澳之友

協會
新北市

在臺辦理「香港傳媒臺灣教育

文化參訪團」接待工作

部分機票費、膳宿

費、歡迎晚宴、交通

費、保險費、印製

費、訪問費/導覽解說

費

107.01.05 230,270

本團成員均為香港報導人文及教

育線之傳媒及記者，本次透過拜

會政府機關及參訪大專院校、參

加採訪會及文化參訪等方式增進

渠等對臺灣各大學有關學生就學

與照顧及學校環境之了解，並體

驗我文創產業之發展，透過渠等

之報導，有助於我在港招生之正

面效應，並對推展我文化產業亦

具有重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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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港澳業務
中華港澳之友

協會
新北市

在臺辦理香港重要人士來臺交

流案接待工作

機票費、膳宿費、歡

迎晚宴、交通費、座

談會與談費/主持費、

印製費、訪問費/導覽

費

107.01.08 92,925

本次補助香港重要人士訪臺參與

本會座談及與智庫交流，有助於

我方了解香港政情發展情形，以

供政府兩岸及臺港政策參考，亦

利於強化我與香港重要人士之聯

繫及互動；另校園座談效果頗佳

，對強化臺灣青年學生關注香港

情勢有所助益。

132 聯絡業務
臺北市國會助

理職業工會
臺北市

立法院國會助理工會2017中國

大陸參訪活動
部分機票費 106.11.17 200,000

立法院助理工會成員皆為立法委

員之重要幕僚及主要諮詢對象，

為增進國會助理對兩岸關係之瞭

解，並實地觀察中國大陸政經發

展，於106年8月5日至13日組團赴

中國大陸參訪，此次參訪並與中

國大陸相關涉臺機關、智庫及當

地臺商進行座談，評估對推展臺

灣民主經驗及兩岸民意機構交流

具正面效益。

133 聯絡業務
臺灣新移民勞

動權益促進會
臺北市

在臺辦理「大陸配偶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宣導活動」

論文印製費、場地

費、雜支和場地佈置

費

106.11.24 20,000

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於106年11

月5日辦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宣導

活動，期盼大陸配偶透過對法令

的了解，理解自身的權益，並於

會中提出自己關心的議題，評估

對於大陸配偶瞭解政府政策及兩

岸相關法規具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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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聯絡業務

社團法人中國

民國智障者家

長總會

臺北市

在臺辦理「2017華人地區智能

障礙人士家長自助組織交流計

畫活動」

部分租車費 106.12.21 50,000

本案活動安排中國大陸、香港及

澳門相關智障者家長組織來臺交

流及參加「第11屆全國心智障礙

者親子運動大會」，並實地訪視

臺灣北、中、南具代表性之庇護

場所進行觀摩與實做，除可傳播

臺灣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經驗外

，並展現我民間組織的旺盛活力

，評估對促進相關非政府組織交

流互動，增進兩岸公民社會發展

，具正面效益。

135 聯絡業務
宜蘭縣東海太

極拳社
宜蘭縣

在臺辦理「2017宜蘭國際武藝

論壇暨名家展演活動」
部分論文印製費 106.12.27 50,000

本案活動於106年9月17日舉辦，

此次活動邀請「香港楊氏太極

拳」、「香港養心武藝館」、

「長春市太極拳研究會」、「山

東省青島武館」等中國大陸及香

港武術團體約30人來臺交流及參

加武藝論壇暨展演觀摩活動，評

估對於增進兩岸武術團體交流具

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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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聯絡業務
臺北市海峽尋

新協會
臺北市

在臺舉辦「2017第四屆海峽尋

新臺北論壇」

場地費、機票費、出

席費
106.12.27 100,000

第四屆海峽尋新臺北論壇於106年

11月18日至26日假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科學院)舉辦，邀請中國大

陸海外留學生來臺擔任論壇「互

動式衝突解決會談」調解員，有

助於兩岸三地學生及海外留學生

相互溝通及理解兩岸和平之珍

貴。本案活動計有15名青年代表

參與討論，透過調解員於會議中

適時引導提示，確有助提升討論

品質並維護會議程序，評估對於

兩岸三地及海外青年學生相互交

流及增進彼此瞭解，具正面效

益。

137 聯絡業務
臺灣運動醫學

醫學會
臺北市

在臺辦理「兩岸四地運動醫學

高峰論壇」
部分機票費 106.12.28 20,000

本案活動於106年10月27日至30日

在臺北舉行，活動包含「中醫運

動醫學手法工作坊」、「兩岸四

地運動醫學高峰論壇」及「2017

中華奧會運動醫學國際研討會暨

臺灣運動醫學醫學會秋季國際研

討會」等三部分，並邀請中國大

陸、港澳運動科學專家及醫生來

臺交流，評估對兩岸醫學交流具

有正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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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聯絡業務
臺中市大里區

體育會
臺中市

赴中國大陸參加「2017年兩岸

四地青少年手球夏令營」
部分機票費 106.12.28 50,000

本次活動由中國大陸手球協會主

辦，臺中市大里國小及立新國中

手球隊一行18人應邀於106年7月

12日至19日赴中國大陸大連市參

加手球夏令營，除與香港、澳

門、丹麥及中國大陸中小學手球

選手分隊進行競賽外，並進行混

合編隊友誼賽，增加各地選手們

互動機會，彼此切磋技藝，評估

對於增進兩岸體育交流具正面效

益。

139 聯絡業務
臺南市慢速壘

球協會
臺南市

赴中國大陸參加「第四屆海峽

兩岸長沙慢速壘球邀請賽」
部分機票費 107.01.02 50,000

本次該會應長沙市臺商協會邀請

，於106年10月20日至25日組隊赴

中國大陸長沙參加「第四屆海峽

兩岸長沙慢速壘球邀請賽」，期

望透過兩岸體育交流提高球員球

技外，亦讓兩岸球隊切磋球藝，

評估對於推廣兩岸體育交流具正

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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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聯絡業務

新竹縣兩岸藝

文產經交流協

會

(文教業務)

新竹縣
在臺辦理「兩岸三館少帥足跡

回響曲-思鄉音樂會」

部分業務費(活動帆布

費)
107.01.02 50,000

本次音樂會之曲目「遠眺」、

「思鄉」係中國大陸作曲家莊漢

為張學良「兩岸三館年會」（由

我新竹縣張學良故居與陸方陝西

西安事變紀念館、瀋陽張氏帥府

博物館於99年共同發起並於103年

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加強兩岸間

交流合作為主題，三館輪流舉

辦）所創作。本次活動結合中西

管、弦樂器，演奏具兩岸特色之

樂曲，同時邀請中國大陸知名音

樂家莊漢（指揮家）、杜恩武（

二胡）及周婷岳（小提琴）來臺

共同演出。評估對促進兩岸音樂

交流確具正面效益。另委員與本

會互動情形良好，為強化國會聯

繫，酌予補助部分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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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聯絡處主政

(企劃業務

60,000、文

教業務

100,000、聯

絡業務

179,577)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科學院中

國大陸研究中

心)

臺北市
赴美進行「川普政府中國政策

對兩岸關係的影響」研究計畫
機票費 107.01.04 339,577

旨案活動有助於本會評判川普政

府未來的中國大陸政策輪廓，該

研究團隊並提出川普上臺及中共

十九大後，美國如何調整對中國

大陸政策、維持與臺灣關係、對

於兩岸對話及可能的政治談判看

法、對臺灣的重要建議與促進兩

岸互信的相關措施等內容，對我

瞭解美方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走

向及如何持續增進兩岸互信作為

，深具參考價值；另該團隊亦依

本會建議增列「傳統基金會」及

「哈德遜研究所」等訪談機構，

成果具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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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聯絡業務
財團法人海峽

交流基金會
臺北市

在臺辦理「兩岸交流30週年展

覽及茶會活動」
全額補助 107.01.11 715,036

106年為兩岸開放交流30週年，海

基會受本會補助辦理兩岸交流30

週年展覽活動，係配合本會辦理

「兩岸交流30年」系列活動（

「兩岸交流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

會」及紀錄片首播活動等）之一

環，盼透過舉辦相關紀念活動，

使各界珍視兩岸關係開放交流成

果及歷史意義，以維護兩岸和平

發展現況。該展覽活動展出兩岸

交流30年之相關歷史照片及文物

，邀請到總統、本會主委、海基

會董事長等貴賓參觀，受到輿論

關注報導，成效良好。

143 文教業務
華東臺商子女

學校
臺北市 106年「認識臺灣」研習活動

部分膳宿費、旅運

費、材料費及場地費
106.10.17 630,394

邀請非臺校學生之臺商子女在陸

參加活動，課程以臺灣多元族群

為主軸，融合臺灣各地風土人

情、民俗童玩等活動，有助於增

進臺商子女對臺灣文化之瞭解。

144 文教業務
華東臺商子女

學校
臺北市 106年學生暑期返臺授課活動 部分教材費及食宿費 106.10.18 546,094

強化中國大陸臺商子女對臺灣文

化社會之認識與瞭解，補充臺商

學校課程，落實教學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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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文教業務
中華口語溝通

教育學會
新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第

3屆亞洲盃高中華語辯論錦標

賽

部分場地費 106.11.01 40,000

邀請兩岸四地高中學生進行辯論

表演賽及專題講座，讓兩岸青年

學生公開討論公共議題，有助促

進兩岸青年學生溝通、交流彼此

觀念及想法，發揮兩岸青年學生

交流正面效益。

146 文教業務
社團法人中華

組織發展協會
臺北市

赴中國大陸辦理兩岸NPO公益

專案發展與創新學術暨實務交

流計畫

部分膳宿費及大陸交

通費
106.11.03 150,000

臺灣社會組織及學者專家赴中國

大陸舉辦兩岸NPO公益組織創新發

展論壇，並參訪當地社區組織，

分享臺灣社區營造、社會服務發

展經驗。

147 文教業務
中華民國佛教

華嚴學會
新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第三屆華嚴生命學國際高

峰論壇

機票費 106.11.06 16,401

邀請中國大陸宗教學者專家來臺

參與佛教學術專題演講及交流，

有助促進中國大陸人士對我宗教

學術發展及宗教信仰自由之認

識。

148 文教業務 國立臺灣大學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第

9屆全球集思論壇
部分印刷費 106.11.10 50,000

邀請全球各地青年學生代表參與

專題講座及座談、深度工作坊、

行動企劃計畫、實作體驗及文化

祭等活動，有助國際及兩岸青年

學生交流互動，展現臺灣民主自

由與多元文化社會之優勢，增進

兩岸青年交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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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文教業務

財團法人蔣見

美教授文教基

金會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第

八屆CNEX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

（CCDF-8）

部分住宿費 106.11.13 40,000

邀請兩岸紀錄片及電影工作者參

與提案，透過影片評選、提供製

片建議、交換創作理念等方式，

增進對兩岸影視製作的瞭解及人

才培育，有助於兩岸影視作品交

流。

150 文教業務
臺灣透明組織

協會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進行兩

岸文化、社會發展之研討交流

及參訪文教機構

部分場地設計及布置

費
106.11.13 50,000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進行兩岸

發展經驗交流相關議題之研討，

有助促進中國大陸人士瞭解臺灣

透明社會與廉潔文化之發展。

151 文教業務
臺中市攝影學

會
臺中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年第七屆臺中國際攝影藝

術展覽

大陸人士評審機票費 106.11.15 20,000

邀請中國大陸攝影名家來臺與我

攝影相關學會進行交流，有助於

增進兩岸攝影藝術與文化之發展

，促進兩岸攝影技術之觀摩與瞭

解。

152 文教業務
東莞臺商子弟

學校
臺北市 106年「認識臺灣」研習活動

部分膳宿費、旅運

費、材料費及場地費
106.11.17 659,075

邀請非臺校學生之臺商子女在陸

參加活動，讓中國大陸珠三角地

區未能返臺就學或未進入臺校就

讀的臺商子女，認識臺灣文化及

臺灣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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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文教業務
上海臺商子弟

學校
臺北市 106年學生暑期返臺授課活動 部分教材費及食宿費 106.11.17 444,000

強化中國大陸臺商子女對臺灣文

化社會之認識與瞭解，補充臺商

學校課程，落實教學的完整性。

154 文教業務
中華民國資深

青商總會
新北市

在臺舉辦第24屆全球中華文化

藝術薪傳獎

印刷品及場地布置費

用
106.11.21 80,000

為發揚傳統藝術文化，舉辦薪傳

獎活動，有助於促進兩岸傳統藝

術交流互動，宣揚臺灣保存傳統

藝術的成效及激勵承先啟後之精

神。

155 文教業務

社團法人臺灣

民族誌影像學

會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部分場租費 106.11.23 20,000

邀請兩岸及海外影片參展，臺灣

參展影片呈現原住民傳統、神明

祭儀等在地文化，有助於增進中

國大陸電影工作者認識臺灣自由

多元的電影創作特色。

156 文教業務 奇巧劇團 高雄市
赴中國大陸參加第四屆當代小

劇場戲曲藝術節
機票費 106.12.13 30,000

赴陸參加第四屆當代小劇場戲曲

藝術節，結合臺灣傳統戲曲與現

代創意藝術元素，有助於推廣臺

灣傳統戲曲藝術風格，促進兩岸

戲曲文化及表演藝術交流。

157 文教業務
社團法人生命

勵樂活輔健會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CRPD無障礙自行車共

融社會』騎行礙國際交流文化

宣廣活動

部分膳宿費 106.12.15 60,000

邀請中國大陸身障選手來臺參與

運動觀摩、競技、參訪及座談，

體驗臺灣各地無障礙設施，感受

臺灣社會之人文關懷與自由民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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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文教業務

財團法人臺灣

文學發展基金

會

臺北市
臺灣文學相關雜誌贈閱中國大

陸文學、學術人士
部分郵資 106.12.25 50,000

透過寄送臺灣文學雜誌予中國大

陸重要作家、學者、研究單位，

持續向大陸文壇推介臺灣文學發

展重要資訊，有助於傳播臺灣文

化軟實力。

159 文教業務 國立東華大學 花蓮縣
在臺辦理106學年度東華臺陸

學生交流會與文化體驗活動

部分活動費、膳宿

費、租車費、保險費
106.12.27 21,712

邀請中國大陸學生來臺，透過探

訪原住民部落及文化體驗，使兩

岸學生瞭解原住民文化，有助於

兩岸學生共同學習、相互幫助，

增進彼此理解與建立友誼。

160 文教業務

財團法人李天

祿布袋戲文教

基金會

新北市

赴中國大陸辦理偶戲西遊記-

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西安展演

計畫

機票費 106.12.28 26,920

赴陸進行布袋戲展演交流、工作

坊課程與展覽活動，透過交流有

助於表現臺灣傳統民俗文化特色

，增進兩岸文化交流與互動。

161 文教業務
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雲林縣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ICID跨文化國際整合社暨

論壇暨工作營

膳宿費與印刷費 106.12.28 50,000

邀請中國大陸、日本、馬來西亞

各地學者與會，共同探討「社會

創新」等多元議題，有助於兩岸

學術交流互動，提供兩岸民間發

展經驗的分享平臺，發揮兩岸交

流的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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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文教業務 臺北市立大學 臺北市
2017臺灣人權學刊贈閱中國大

陸相關學術單位計畫
部分郵資 106.12.28 40,000

透過將「臺灣人權學刊」贈閱中

國大陸及香港之學術單位、研究

機構計畫，有助於對中國大陸傳

播臺灣推動人權之經驗與成果，

展現臺灣民主價值。

163 文教業務
花蓮縣賞石協

會
花蓮縣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國際BCI樹石協會邀請展

暨海峽兩岸賞石文化交流展

展出作品運輸費、會

場布置費
106.12.29 50,000

邀請中國大陸專業人士來臺參與

賞石文化活動，體驗花蓮賞木石

文化，有助於促進兩岸賞木石藝

術交流，拓展及帶動臺灣觀光效

益。

164 文教業務
臺灣社區重建

協會
臺中市

中國大陸深圳國際公益學院

EMP訪學團來臺參訪
部分膳宿費及租車費 107.01.02 200,000

邀請中國大陸深圳國際公益學院

相關學者專家來臺參訪座談，體

驗臺灣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化資產

保護傳承之民間活力與創意。

165 文教業務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
高雄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師

資培育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論

壇

部分印刷費、晚宴費 107.01.02 40,000

邀請兩岸三地及馬來西亞等地之

大學校長及行政人員來臺探討教

育相關議題，有助兩岸教育學者

交流互動，展現臺灣民主自由與

高校多元學風，增進兩岸交流效

益。

166 文教業務
華東臺商子女

學校
臺北市

在陸辦理「推廣臺灣閱讀教育

計畫-我們一起鬥陣讀臺灣」

活動

部分業務費 107.01.02 320,000

有助於充實該校臺灣文化教育中

心圖書資源，推廣臺灣多元文化

，增進對臺灣多元文化的認識與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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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具體成果或達成效益

106年度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捐)助經費運用效益評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製表日期：107.3.13

167 文教業務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7第三屆知音音樂劇大賞

中國大陸學生膳宿費

及旅運費
107.01.09 40,000

邀請中國大陸藝文人士參與音樂

劇表演及交流活動，有助於展現

臺灣多元文化的特色及影響力，

增進中國大陸人士對我表演藝術

發展之瞭解。

168 文教業務
米可吉他室內

樂團
臺中市

赴中國大陸進行音樂文化交流

演出
機票費 107.01.09 20,000

赴陸參與音樂節活動及文化交流

演出活動，有助於兩岸吉他音樂

表演藝術交流，分享臺灣音樂發

展經驗，及多元豐富的文化特

質。

合計 178,715,779

備註：非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性質者，應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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