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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開放交流已邁入第20年，兩岸民間的

各項交流益趨頻繁，其中文教交流領域因屬

兩岸較易取得共識的部分，故在交流的質與

量上呈現與時俱進的趨勢，對於促進兩岸關

係正面發展及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扮演舉足

輕重的角色。

中華發展基金成立以來，對於兩岸文教

交流的推動一向不遺餘力，10餘年來累計推動

逾3,600案之兩岸交流活動，交流的層面亦由

點、線、面不斷的增廣加深，透過這些多元

的交流活動，已逐漸縮短兩岸民眾認知的差

距，進而促進雙方相互的了解。

95年度基金推動的重點工作，主要為具核

心價值及效益性較高之計畫，包括兩岸青年

交流、兩岸非政府組織（NGO）交流、邀請大

陸專業人士來臺參訪、兩岸資訊交流等項

目，透過實際的交流與互動，已有效傳達我

民主、自由、多元的主流價值，展現臺灣在

相關領域的發展經驗及成效，進而對大陸相

關人士產生啟發性之影響。

為有效導引文教交流的正常發展，陸委

會每年均編列預算挹注基金，惟95年度該政府

撥補款遭立法院決議全數刪除，已嚴重影響

基金業務之推動，幸得東森文化基金會、財

團法人信義文化基金會、財團法人感恩社會

福利基金會、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7個團體捐款贊

助辦理第10屆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獎

助大陸研究生計畫等活動，使是類活動得以

順利辦理完成，謹此致上由衷的謝忱。

中華發展基金經10餘年來的努力，已建立

一套兩岸交流運作的機制，在兩岸均已建立

信度，使各項交流工作能順利推動，並深獲

學術界及民間團體的肯定與支持。未來本基

金仍將秉持對等、專業、互信、互利的原

則，執行政府推動兩岸交流的政策，並發揮

輔導、支持民間進行交流，進而促進兩岸良

性互動之功能，以維護交流秩序、提升交流

活動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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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與運作

兩岸人民日益頻繁的往來，兩岸文教交流關

係亦日趨密切。由於兩岸民間交流為兩岸互動的

主要部分，政府為推動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的需

要，必須匯集各界力量，為兩岸交流締造更為有

利的環境。

中華發展基金是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為推動兩

岸民間交流而設置的非營利性特種基金；以結合

民間力量，促進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為宗旨。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原名為中華發展基金管

理委員會，於94年11月更名)是本基金的主體，召

集人(原為主任委員)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

員兼任；委員9名，遴聘有關機關及熟諳兩岸交流

事務之學術機關或文教、工商團體負責人擔任；

本基金另設置執行秘書1名，及企劃、會計、總務

3組。管理會定期開會，負責策定、審議年度業務

及基金保管、運用等事宜。

■ 業務及目標

中華發展基金以推動兩岸交流、促進兩岸關

係良性發展為目標。藉由基金之運作，配合民間

資源，深入及擴大交流的效益。基金以2個方向推

動兩岸交流：一是針對一般性質之兩岸交流活

動，以補助方式予以支持，例如補助兩岸學者專

家赴彼岸講學或研究、獎助兩岸研究生赴彼岸研

究、協助兩岸人民在對岸出版學術著作等；另一

是基金依據重點交流策略，主動規劃交流項目，

以委辦方式協請民間團體辦理，或與民間合辦。

此類活動多屬經費龐大、民間團體主動辦理意願

及能力不高，但對兩岸相互了解有實質效益之活

動，係基金最重要的業務之一。至於交流的範圍

則包括學術、教育、科技、體育、宗教、藝文、

少數民族、新聞、廣電、出版等，在事前均詳細

規劃，活動進行中予以協助、輔導，結束後進行

檢討評估之下，確實能深化交流效果。

目前中華發展基金依下列3大政策目標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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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淡江大學於95年9月19日至26日辦理「兩岸研究生校園論

壇：知識經濟發展與策略」活動。圖為陸委會童副主委振源於

會中致詞。

▲補助國立政治大學於95年9月15日至11月15日辦理「大陸法律系所

學生來臺研修」活動。圖為歡迎會進行情形。



劃並推動各項交流事務：

一、增進兩岸文教交流與合作

協助建立兩岸學術及文教界交流合作管道，

加強辦理各領域之學術與相關人士之互訪、會

議、研究及講學，以提昇兩岸學術水準。

二、促進大陸專業人士瞭解臺灣

規劃邀請大陸專業人士來臺參訪，並補助民

間團體邀請大陸學術界、宗教界、藝文界等領域

學者、專家及其行政管理人員來臺參訪並進行研

討、座談等活動，促進大陸專業人士對臺灣社會

多元發展、民主體制的瞭解，並親身體驗臺灣社

會的自由風氣。

三、強化兩岸資訊交流

推動兩岸媒體從業人員互訪、舉辦新聞學術

研討會及出版品的展覽等活動。透過兩岸新聞媒

體之交流，縮短兩岸人民在思想觀念上的距離。

■ 基金對兩岸交流的功能

一、中華發展基金具有穩定兩岸交流之指標性功能

中華發展基金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管，為

政府執行兩岸政策的工具，凡政府亟需推動的交

流事項，可藉由基金以委託民間團體辦理方式執

行，此種政策性功能非一般民間團體所能具備與

擁有。基金同時具有指標作用，代表政府對兩岸

交流的支持與重視，以及維繫兩岸關係穩定、正

常發展的善意態度。

二、中華發展基金具有提升兩岸交流品質之功能

中華發展基金依據政府現階段大陸政策及兩

岸交流重點項目，10多年來規劃推動逾3,600案之

兩岸交流活動；其中委辦活動無論在項目、人

次、交流對象或領域等均逐年增加，交流品質亦

逐年精進，對於建立大陸人士對我正面的瞭解，

卓有成效；在補助民間辦理交流活動與促進兩岸

學術交流及合作各項獎補助計畫方面，申請案件

數亦逐年成長，甚獲學界及民間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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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財團法人真善美基金會於95年10月1日至10日辦理「兩岸青

年學者論壇：政府與企業法制關係」活動。圖為研討會進行情

形。

▲補助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於95年2月22日至26日辦理

「2006年兩岸非政府組織學術暨實務研討會」活動。圖為陸委會

吳前主委釗燮於會中致詞。



■ 收入部分

本基金於民國83年1月正式設立，政府共撥列

3億8千萬元，以孳息供業務運用之需。自87年度

起，基金由特種基金性質改為附屬單位預算特種

基金。目前主要經費來源包括政府補助款（95年

度本補助款遭立法院決議全數刪除）、基金孳息、

民間企業捐款、協助大陸地區人士學術著作之出

版品成本回收及銷售記事案曆「日知錄」所得等

收入。

最近3年度經費編列及收支情形（單位：新臺幣千元）

■ 支出部分

基金本年度共計支出35,310,100元，除少部分

之管理及人事費用外，97%以上是直接用於推動

兩岸交流活動。業務係根據兩岸交流重點項目所

主動規劃(如兩岸文教行政官員、大眾傳播人士互

訪，專業人士合作研究及研討，青年學生互訪及

研習，兩岸藝文交流及兩岸資訊交流活動等)，著

眼於困難度高，規模大、持續性，且非某一單位

可獨立完成之交流活動。年度運用重點如下：

一、增進兩岸專業人士參訪及合作研究

獎助大陸專業人士來臺講學或研究、規劃辦

理「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壇」、邀請大陸內陸地

區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以及委託民間團體邀請

大陸各領域之專業人士來臺參訪等。共完成38

案，金額7,535,930元，佔委辦及補助實支金額之

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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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度 41,805

41,778

75,543

75,31894年度

年 度 收入部份 預算金額 實際支出

95年度 10,364 38,320

67,819

64,739

35,310

▼委託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於95年11月3日至10日辦理「兩岸青

年學者論壇：大陸傳播媒體發展對社會生活之影響」活動。圖

為參訪旗津輪渡站合影。



二、推動兩岸青年學者及學生交流

邀請大陸青年學者及學生來臺參訪並舉辦兩

岸青年學者論壇及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委託辦

理兩岸大學生研習營及協助兩岸在學博、碩士研

究生互至彼岸進行與撰寫論文有關之研討、修習

或資料蒐集等。共完成78案，金額14,854,244元，

佔委辦及補助實支金額之45.40%。

三、促進兩岸藝文交流

邀請大陸地區美術館、博物館等文化行政主

管人員來臺參加「兩岸文化行政與文化產業發展

座談會」、辦理「2006年兩岸基督宗教與社會發展

論壇」等。共完成2案，金額1,558,772元，佔委辦

及補助實支金額之4.77%。

四、加強兩岸資訊流通

辦理兩岸關係及大陸新聞報導獎、邀請大陸

新聞人員來臺進行專題採訪、獎助在大陸地區出

版之臺灣優良學術性圖書等。共完成21案，金額

4,824,718元，佔委辦及補助實支金額之14.75%。

五、結合民間共同推動兩岸交流

補助辦理兩岸之學術、教育、新聞及出版等

交流活動，有效結合民間力量共同推動交流，增

進兩岸良性互動。共完成14案，金額3,943,111

元，佔委辦及補助實支金額之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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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支出項目經費表（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實 支 比 重 說 明

委辦費 18,303 51.84%

補助費 14,413 40.82%

2,335 6.61%

人事費 192 0.54%

其他管理及總務費 67 0.19%

合 計 35,310 100%

委託辦理各項交流活動之用。

補助及協助辦理各項交流活動之用。

基金委員兼職報酬。

基金行政事務所需之郵電、印刷等雜項費用。

配合計畫執行之

服務費

辦理各項業務所需配合事務之費用，如審查

費、諮詢會議費、文宣印製費及旅運費用等。

▲委託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於95年9月27日至10月6日辦理「兩岸

青年學者論壇：財經發展與策略」活動。圖為參訪日月潭合

影。



■推動兩岸青年交流

兩岸青年交流一向是基金重點推動工作，本

年度賡續往年規劃，持續針對不同年齡層之青年

學者、研究生、大學生、高中生，分別委託民間

團體或學校辦理4梯次兩岸青年學者論壇、2梯次

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4梯次兩岸大學生研習營及

2梯次兩岸高中生夏令營等一系列交流活動。

上述交流活動，除進行研討、座談外，也安

排參訪相關企業、學術單位及文教機構，活動範

圍涵蓋自然與人文、社會與文化，兼具知性與感

性，促使渠等實地體驗與感受臺灣社會生活與風

土人情，並對臺灣的社會發展現況有進一步的認

識與瞭解。

本會推動的兩岸青年交流，除了主題性的短

期參訪活動外，亦鼓勵深入、較長期的研究活

動。為擴大交流效益，本（95）年度本會結合民

間資源，獲得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財

團法人信義文化基金會、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教

育基金會及財團法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文教基金

會等4個團體贊助大陸研究生來臺進行研究。

本年度獎助49位大陸研究生來臺及15位研究

生赴大陸研究，對增進兩岸青年資訊流通、瞭解

彼此社會的差異及培養更多元的思考能力等方

面，有極大的助益。本會另委託銘傳大學傳播學

院及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邀請大陸地區大眾傳

播、法律系所學生來臺進行2個月的短期研習活

動，對促進大陸青年菁英瞭解臺灣新聞傳媒及民

主法制的實際運作情形，亦有相當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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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於95年7月20日至29日辦理

「兩岸高中生飛躍青春夏令營」活動。圖為表演活動情形。



■促進兩岸學術、科技合作及藝文交流

一、邀請大陸偏遠地區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

大陸近年來致力於教育改革及發展其基礎教

育，惟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城鄉差距大，偏遠地

區與我交流機會較少，為擴展兩岸教育交流層

面、促進兩岸教育資訊交流及增進聯繫管道，95

年度邀請海南省中小學校長來臺交流，兩岸中小

學校長共聚一堂，透過共同關心的教育課題，交

換辦學理念，共同探討未來教育發展與面臨的挑

戰。並透過多元參訪交流，實地瞭解我方教育改

革理念、雙方教育異同、特長及臺灣民主自由多

元的社會風貌。

二、邀請大陸文化行政主管來臺參訪座談

為增進兩岸博物館等機構行政主管人員之交

流，促進雙方瞭解，本會委託財團法人沈春池文

教基金會辦理「兩岸文化行政與文化產業發展座 談會」，邀請大陸文化部文化產業司、陝西省文化

廳、西安市文化局、國家文化產業人才培訓基地

等行政官員及交通大學文化管理系副主任、上海

美術館藝術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共8人來臺進行座談

及參訪等活動。座談議題以兩岸文化產業環境與

政策、藝術能量與文化產業、地方傳統文化產業

的突破與再造、文化產業資源整合與推動、文化

產業人才需求與養成等議題進行專題報告與討

論，大陸來訪人士對臺灣博物館及文化產業發展

的活潑、多元及創造力留下深刻印象。

三、辦理「2006兩岸基督宗教與社會發展論壇」

為加強兩岸宗教交流，彰顯臺灣宗教自由，

本會委託東海大學辦理「2006兩岸基督宗教與社

會發展論壇」活動，邀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

動委員會、上海、河北省、湖北省、浙江省等地

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負責人及廣東協和神

學院、金陸神學院、上海大學宗教研究中心、上

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等校教授共11人來臺參

加論壇及參訪活動。論壇主要就兩岸基督教與社

會發展、神學教育發展及社會服務志工等議題進

行專題報告與討論。此外並安排彼等實地參與臺

灣教會相關活動，與本地牧師、神學院及長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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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國立東華大學於95年9月29日至10月8日辦理「兩岸青年學者

論壇：邀請大陸海外留學歸國之青年學者來臺」活動。圖為學

者圓桌論壇情形。

▲委託財團法人周凱劇場基金會於95年10月20日至28日辦理「兩岸

大學生研習營：藝術類」活動。圖為原住民舞蹈課後合影。

▲委託財團法人真善美基金會於95年10月1日至10日辦理「兩岸青

年學者論壇：政府與企業法制關係」活動。圖為研討會進行情

形。



會等人員交換服務經驗，使來臺人員深入瞭解臺

灣基督宗教的發展及各教派間不同的理念。

四、辦理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壇

委託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辦理「兩岸

環保與永續發展論壇」活動，邀請北京市綠十字

生態文化傳播中心、浙江省綠色環保志願者協

會、綠家園志願者、四川省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

進會、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野性中國工作

室等大陸環保團體人員共7人來臺參加論壇及參

訪。本活動辦理5場論壇，主題為都市社會運動、

生物多樣性、廢棄物處理、永續水環境、永續能

源等，分別於不同參訪地點辦理，俾與參訪之在

地團體及長期投入該議題之專家進行交流。本次

活動是兩岸環保團體首次全面性交流，大陸環保

團體成員除與臺灣10多個環保團體面對面的接

觸，並實地參觀臺灣環保設施，瞭解臺灣環保團

體組織的運作及與當地資源結合的推展情形。

■活絡兩岸資訊流通

一、邀請大陸媒體來臺專題採訪

為強化兩岸新聞交流，重點補助民間團體分

別邀請北京、福建、廣西、廣東、湖北等地媒體

人來臺進行環保發展、醫療體系、婦女團體、社

會服務團體及教育發展等主題之專題採訪，共計

來訪5團56人。來臺期間與我相關媒體人員交流互

動，並參觀相關主題景點，對增進我資訊向大陸

流通、兩岸新聞人員之交流，甚有助益。

10

▲委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於95年7月23日至31日辦理「邀請大陸

大眾傳播人員來臺採訪臺灣環保推展專題」活動。圖為深入臺

灣山區採訪環保情形。

▲委託臺灣環境資訊協會於95年10月21日至30日辦理「兩岸環保與

永續發展論壇」活動。圖為與會人員合影。

▼委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於95年3月19日至27日辦理「邀請大陸

大眾傳播人員來臺採訪社會福利（醫療保健）專題」活動。圖

為參訪玉里榮民醫院合影。



二、舉辦第10屆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暨

「兩岸傳播產業的挑戰與競合研討會」

為促進兩岸資訊優質交流，於本年度委託銘

傳大學辦理「第10屆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活動，計有103件作品參賽，就電視新聞、電視專

題、廣播新聞、廣播專題、報紙新聞、報紙專

題、雜誌及新聞攝影等8組，評選24件入圍作品，

並於11月3日舉行頒獎典禮。此外，新興傳播科技

的發展，為兩岸傳播業者帶來相當大的挑戰與衝

擊，而大陸在經濟起飛後，吸引了全球投資人的

目光，雖然整體傳播產業受到官方嚴格管控，但

許多境外媒體仍躍躍欲試，兩岸業者在此傳播環

境下，形成既合作又競爭的微妙關係，如何在此

情勢上掌握有利契機，擴大我方影響力，為現階

段傳播界關心的議題，爰於頒獎典禮同時，邀集

城邦出版集團、東森電視臺、中央通訊社、民生

報等媒體負責人、專家進行研討，針對傳播產業

面臨的挑戰、兩岸傳播產業交流現況、兩岸傳播

產業的競合關係等方面作了廣泛的探討及意見交

換。

三、辦理「雜誌在大陸地區贈閱活動郵資補助」

活動

為促進兩岸資訊流通，加強大陸民眾對臺灣

地區之認識，本年度補助在臺灣地區定期出版之

「天下」、「文訊」2本雜誌，辦理寄贈大陸地區贈

閱活動。透過圖文傳播臺灣多元社會、民主發展

相關資訊，對於反應臺灣社會多元特色及發展經

驗極有助益。

四、試辦補助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活動

為鼓勵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際瞭

解臺灣新聞傳播媒體運作發展情形，促進兩岸新

聞傳播領域之交流合作，本會特別於本年度開始

試辦補助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活

動。本年度補助銘傳大學傳播學院辦理2梯次共20

名大陸大傳研究生，來臺前往相關媒體機構實習

及參訪。來臺2個月的時間，不但使渠等對於臺灣

新聞傳媒自由開放的風氣與環境有深刻認識，亦

有助於兩岸大傳領域青年學生之實質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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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國立東華大學於95年9月29日至10月8日辦理「兩岸青年學者論壇：邀請大陸海外留學歸國之青年學者來臺」活動。圖為參訪太魯閣國

家公園合影。



■深化兩岸青年交流效應

兩岸青年知識菁英是帶動社會整體發展的中

堅，加強臺灣與大陸青年間專業知識的交流與思

維的溝通，有助奠定彼此良性交流的基礎，本會

下（96）年度將持續加強推動兩岸青年交流活

動，建構雙方溝通管道及共識。預訂規劃推動之

青年交流活動包括：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研究生

校園論壇、大學生研習營、高中生夏令營，以大

陸華南地區重點學校及未曾來過臺灣的大陸青年

為主要邀請對象，預計辦理13個梯次兩岸青年交

流活動。活動內容朝主題式及重點式規劃，並配

合我全國各地辦理之文化活動或青年相關活動，

期透過自然接觸互動及深入各階層民間，來體認

臺灣蓬勃的社會活力，增進大陸青年對我民主政

治、多元社會之整體性認識，以深化交流效應。

■增進兩岸高等教育交流

高等教育是社會人才資源養成的重要階段，

大陸的民辦高校(即私立大學)直至90年代才有較

具體設校的法源依據，而臺灣的私立大學不論是

在辦學經驗、教學評鑑、課程規劃等均已形成較

具制度化、透明化的運作方式，值得大陸方面學

習及借鏡。而大陸的重點大學，因係大陸高等教

育發展的重點，在學術資源與辦學經費上都較民

辦高校具有優勢，且與海外學術界有較多合作的

管道。為增進兩岸高等教育交流，96年度本會已

規劃邀請大陸重點大學學者來臺研討教育法制議

題、邀請大陸華南地區民辦高校校長、副校長來

臺交流，藉由議題研討及實地觀摩活動，增進未

來雙方高教工作者分享提昇高等教育之理念與經

驗，期助彼岸高等教育工作者瞭解臺灣教育改革

之理念、自由民主多元的社會，進而對大陸民辦

高等教育辦學品質產生啟發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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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於95年7月23日至31日辦理「邀請大陸

大眾傳播人員來臺採訪臺灣環保推展專題」活動。圖為兩岸環

保經驗交流座談情形。

▲委託財團法人築夢教育基金會於95年9月20至28日辦理「兩岸大學生研習營：法

律類」活動。圖為兩岸「法青對決」辯論賽頒獎情形。



■深化兩岸宗教交流效果

本會將持續協助推動兩岸宗教學術交流，促

使兩岸從事宗教學術研究之知識菁英進行理念溝

通，分享彼此學術研究成果；並持續規劃邀請大

陸宗教領域具影響力之人士來臺交流，體認臺灣

各類宗教、宗教志業的發展運作情形及對臺灣社

會發揮作用，感受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帶動大陸

地區的宗教自由、宗教團體的發展。另外，為強

化臺灣宗教對大陸的影響力，促使我宗教取得帶

頭地位，將規劃推動協助大陸宗教人士來臺研修

宗教教義案。

■加強兩岸現代藝術交流

藝術活動可反映創作者活潑的創意，兩岸現

代藝術各具特色，加強交流，將有助藝術工作者

拓展創作的視野，豐富藝術活動內涵。未來本會

仍將與相關部會共同協助臺灣具特色的藝術團體

赴大陸巡迴展演，推介臺灣當代藝術發展成果，

鼓勵在臺舉辦兩岸現代藝術、藝術教育研討、座

談會、聯演觀摩、教學觀摩活動，增進兩岸實際

從事藝術工作者交換理念，激發創意，並促進兩

岸對於現代藝術和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等交流互

動，希望進一步豐富兩岸的藝文內涵，進而了解

彼此的思維與價值，達成良性交流的目的。

■促進兩岸資訊對等流通

為平衡兩岸新聞資訊流通之落差，增進大陸

民眾對臺灣之認識，未來仍將規劃辦理邀請大陸

地區新聞人員來臺進行專題採訪，同時將賡續支

持兩岸廣電出版交流活動，以期兩岸媒體達到

「資訊共享、傳播互通」之雙贏局面。除了傳統的

兩岸大眾傳播領域之交流活動持續辦理外，對於

大陸新興媒體之接觸及兩岸大眾文化之交流，也

將積極規劃辦理，希望從多面向的管道切入，有

效增進兩岸資訊的對等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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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委託銘傳大學於95年11月3日辦理「第10屆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

報導獎活動」及「兩岸傳播產業的挑戰與競合研討會」。圖為

陸委會吳前主委釗燮與受獎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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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委託辦理交流業務

兩岸學術教育交流活動

兩岸青年學者及研究生論壇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950526~0604

邀請大陸海南省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海南師範大學附屬中

學、三亞市第五中學、儋州市那大二中、華南熱帶農業大學附

屬中學、海南省華僑中學、海口市第9小學、海口景山學校、萬

甯市萬城小學、海口市第21小學、海口市第26小學等12位校長。

1

承辦單位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 950927~1006

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第一梯次)-財經發展與策略：邀請廣西大

學、海南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廣東中山大

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等12

位院長、副院長、教授來臺。

1

承辦單位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國立東華大學 950929~1008

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第二梯次)-邀請大陸海外留學歸國之青年學

者來臺：華中科技大學、廈門大學、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

暨南大學、廣東中山大學、廣東外語藝術職業學院、廣東省社

會科學學院等10位教授。

2

財團法人真善美基金會 951001~1010

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第三梯次)-政府與企業法制關係：邀請福州

大學、廈門大學、華僑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福建農林大學、

集美大學、漳州師範學院、廣西大學、廣西師範大學等16位副

院長、教授來臺。

3

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 951103~1110
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第四梯次)-大陸傳播媒體發展對社會生活之

影響：邀請廈門大學、廣東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廣西大學、

深圳大學、廣州大學等11位副院長、教授、副教授來臺。

4

淡江大學（陸研所） 950919~0926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第一梯次)-知識經濟發展與策略：邀請廈

門大學、廣東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12位師生來臺。
5

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 951020~1029
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第二梯次)-法制發展與研究：邀請華南師

範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福建師範大

學、廣東中山大學等10位師生來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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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高中生及大學生研習營

國立臺北大學

（社工系）
950905~0913

兩岸大學生研習營：邀請大陸華南地區廣東中山大學、華南農

業大學、廣西師範大學、廈門大學等20位社工類科師生來臺。
1

承辦單位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臺灣亞洲民主資源協會 950909~0918
兩岸大學生研習營：邀請大陸華南地區廣西大學、廣西師範大

學、廈門大學、華僑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等21位傳播類科師生

來臺。

2

財團法人築夢教育基金會 950920~0928
兩岸大學生研習營：邀請大陸華南地區廈門大學、福州大學、

海南大學等18位法律類科師生來臺。
3

財團法人周凱劇場基金會 951020~1028
兩岸大學生研習營：邀請大陸華南地區廣東亞視演藝學院、廣

西藝術學院、廈門演藝職業學院、福建藝術職業學院等20位藝

術類科師生來臺。

4

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

基金會
950720~0729

2006年兩岸高中生飛躍青春夏令營：邀請大陸廣西南寧第二中

學、廣西南寧市第三中學、廣西南寧市第八中學等18位高中生

來臺。

5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950819~0828

2006年兩岸高中生環保與科技夏令營：邀請大陸廣東實驗中

學、廣東廣雅中學、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廣州市執信中

學、廣州市第七中學、深圳中學、廣東佛山市順德一中等20位

高中生來臺。

6

兩岸民生科技交流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951021~1030

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壇：邀請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進會、北

京綠十字生態文化傳播中心、浙江省綠色環保志願者協會、野

性中國工作室、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綠家園志願者等7位

主管人員來臺。

1

承辦單位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兩岸藝文交流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

教基金會
950529~0607

兩岸文化行政與文化產業發展座談會：邀請西安市文化局、陝

西文化廳、文化部港澳臺司、文化部文化產業司、國家文化產

業人才培訓基地、上海交通大學、上海美術藝品有限公司等8位

局廳處長、副司長來臺。

1

東海大學（宗教系） 951021~1030

2006年兩岸基督宗教與社會發展論壇：邀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

國運動委員會、上海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廣東協和

神學院、河北省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湖北省基督教三

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杭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金陵

神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等11位主席、院長來臺。

2

承辦單位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兩岸新聞報導獎設

置要點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

勵新聞從業人員加強對兩岸關係暨大陸、港

澳新聞之報導，提升新聞品質，以增進國際

及民眾對兩岸關係暨大陸、港澳現狀與發展

之認識，設置兩岸新聞報導獎（以下簡稱

「本報導獎」），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報導獎共設置下列獎項：

（一）報紙新聞報導獎

（二）報紙專題報導獎

（三）廣播新聞報導獎

（四）廣播專題報導獎

（五）電視新聞報導獎

（六）電視專題報導獎

（七）雜誌報導獎

（八）新聞攝影獎（平面）

三、凡為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設立新聞事業之專職新

16

兩岸大眾傳播人士互訪交流活動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950319~0327
邀請北京晨報、法制晚報、上海大眾衛生報、福建日報、廈門

日報、羊城晚報、三湘都市報等10位主任、記者來臺採訪社會

福利（醫療保健）專題。

1

承辦單位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中華民國廣播電視協會 950410~0419

邀請湖北報業集團、湖北省廣播電視局、湖北日報、湖北電視

臺、湖北人民廣播電臺、楚天都市報、長江日報、武鋼工人日

報、武鋼電視臺、黃石電視臺等12位臺長、總編輯來臺採訪婦

女團體。

2

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 950505~0512
邀請湖南電視臺、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天津每日新報、上海文

廣新聞傳媒集團、蘇州廣播電視總臺、武漢廣播電視局、廣東

人民廣播電臺等12位製作人、編輯來臺採訪社會服務團體。

3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950723~0731
邀請環境與發展報社、湖南日報社、貴州日報、新疆日報、群

眾雜誌日報、解放日報、昆明日報社、北京青年報、深圳特區

報等11位總編輯、主任來臺採訪臺灣環保推展專題。

4

中國新聞學會 950918~0925
邀請海峽教育報、浙江教育報、福建廣播電視集團、廣西人民

廣播電臺、南方日報社、福州日報社、浙江電臺、廈門日報社

等10位主任、總監來臺採訪永續校園專題。

5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951213~1223
邀請人民日報網路中心、北京千龍新聞網、中國互聯網、中國

臺灣網、東方新聞網、深圳新聞網、天津日報網絡部、新浪

網、騰訊網等12位新聞網站主任、總監來臺參訪。

6

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評選暨研討會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第十七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廿六日第廿三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廿四日第廿八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廿九日第三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六十七次管理會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第六十九次管理會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七十三次管理會委員會議修正

銘傳大學

（傳播管理學院）
951103第10屆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活動及「兩岸傳播產業的挑

戰與競合研討會」。
1

承辦單位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第10屆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得獎名單

新聞從業人員，其在一年內（前一年七月一

日至當年六月三十日）所發表之作品，符合

本要點設立之宗旨者，皆可於每年七月一日

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止，以推介或自薦方式報

名參加選拔。報名時應繳交代表作品一份並

檢附一年內發表之相關作品以供評選。

專題報導發表時間跨年度者，應由報名人員自

行選擇參賽年度，但同一作品以參賽乙次為限。

四、本報導獎各類獎項各取優勝作品乙名、佳作

二名，將以公開方式表揚，並事先公布入圍

名單。優勝作品頒予獎金新臺幣壹拾萬元及

獎座乙座，佳作每名各頒獎牌乙面。

五、本報導獎自受理報名時起，至頒獎結束之期

間，為擴大活動之宣傳報導，參賽作品之著

作人應授權本會無償使用；且得獎者之作品

亦得由本會日後非營利無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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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新聞報導獎

電視專題報導獎

廣播專題報導獎

優 勝 孔繁菱、呂盈霖 鳳凰衛視 北大藝術團訪臺八天行程收穫多

佳 作 孫士宗、黃婷 東森電視 讓愛穿越藩籬

佳 作 范婷等 大愛電視 兩岸水世界

優 勝 吳采璋、黃凱昕 教育電臺 教育!為政治服務嗎？

佳 作 黃金鳳 復興電臺 「過境外交」的全新挑戰

佳 作 詹婉如 中央廣播電臺 兩岸正、繁體字論戰

廣播新聞報導獎

優 勝 王寶鳳等 漢聲廣播電臺 海峽兩岸：決戰時刻--飄洋過海的毛巾系列報導

佳 作 王韋婷、韓啟賢 中央廣播電臺 走進香格里拉系列報導

佳 作 葉育鎏 中廣新聞 「擺渡」系列!

優 勝 洪慧真、吳聖威 中華電信MOD 尋找太平輪

佳 作 王俊富、鄭翔云 大愛電視 背兜兒

項目 獎項 姓名 獲獎單位 作品主題

優 勝 汪莉絹、李春 聯合報 北京兩會政治祭

佳 作 鄒景雯等 自由時報 小三通檢討--從中國漁船入侵金門海域談起

「長庚醫院體系進駐灘頭堡」廈門長庚主

打器官移植，對兩岸同胞醫療權益的衝擊

報紙新聞報導獎

優 勝 許雅靜等 中央通訊社 臺灣水果銷中週年系列報導

佳 作 汪莉絹 聯合報 大江東去浪淘盡/三峽大壩記行

佳 作 朱建陵、林克倫 中國時報 文革四十年特別報導

報紙專題報導獎

雜誌報導獎

優 勝 陳邦鈺 今週刊 逆轉：臺商節節敗退，中國企業蠶食鯨吞

佳 作 滕淑芬 臺灣光華 臺灣人上海尋醫記

佳 作 游常山、張元祥 遠見 金門，第二春

平面新聞攝影獎

優 勝 蕭耀華 經典雜誌 石頭山上的脫貧夢

佳 作 吳毅平 30雜誌 另一個上海--弄堂裡的衣食住行

佳 作 張天雄 聯合報 婚姻碎了

佳 作 夏念慈 中國時報



附錄二：補助辦理交流業務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補助辦理兩岸交流

活動作業要點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妥

善運用基金，以推動大陸政策，促進兩岸交

流，並協助辦理兩岸交流活動，特訂定本要

點。

二、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之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

（構），及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民間團體，為辦

理兩岸交流活動，得依本要點向本會申請補

助；港、澳及國外地區之人民、機構、民間

團體辦理兩岸交流活動或來臺從事兩岸研究

者，亦同。

三、申請補助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應於活動

辦理二個月前，具函向本會提出申請。但屬

情況特殊或急迫者，應敘明原因於活動前提

出申請。

四、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為機關（構）、團體者應備之文

件：

１、活動計畫書（包括活動名稱、宗

旨、內容、時程、對象、地點及活

動方式等）。

２、活動經費預算細目表。

３、大陸來臺或我方赴大陸交流團員名

冊（包括姓名、性別、現職、學

歷、經歷等）。

４、該活動是否向其他機關申請或獲得

補助之說明書。

５、民間團體應附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

明文件影本。（港、澳及國外地區

免附）

６、學術研討會需附研討會議程及論文

大綱或摘要。

７、邀請大陸團體或專業人士來臺交流

者，應附我方邀請函影本；應邀赴

大陸進行交流之活動，則需附大陸

邀請單位之邀請函影本。

（二）申請人為個人者應備之文件：

１、個人學、經歷資料。

２、研究計畫書（包括主題、內容、接

待機構或學校、研究期程）。

３、研究經費預算表。

４、是否向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

或獲得補助之說明書

五、本會得對申請補助案件進行審查，並根據審

查結果執行補助事宜。

六、經核定補助之活動計畫書，非經本會同意，

不得任意變更。

七、依據本會委辦費補助費支用及核銷規定，補

助經費於本會核定後撥付。受補助者應於活

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具活動成果報告及經

費支付單據向本會辦理核銷（學術研討會應

附論文集）；如有特殊情形需延期辦理核銷

者，應事先徵得本會同意。

八、受補助者辦理活動時，如有違反申請宗旨及

本要點或相關法令之規定，本會得撤銷全部

或一部之補助，並請求償還已補助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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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一次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三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三十四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年八月三十一日第四十一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第四十八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六日第五十四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六十七次管理會委員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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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補助辦理交流活動案件一覽表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中華民國木鐸學社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銘傳大學

財團法人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

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無障礙文教基金會

海棠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臺灣政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

國立臺灣大學

邀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來臺參訪

邀請大陸地區法律系所學生來臺研修活動

福建省教育行政人員來臺參訪活動

天下雜誌贈閱大陸前100名大學校院校長

邀請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文訊雜誌贈閱大陸文藝界人士

邀請「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誌人員來臺參訪

赴大陸從事NGO學術暨實務交流參訪

赴大陸從事NGO實務交流參訪

邀請大陸NGO工作者來臺參訪

綠色營－白馬雪山青年環保論壇

兩岸NGO合作與發展趨勢論壇

社會性別主流化研討會

學

術

類

大

傳

類

其

他

類別 受補助單位 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補助大陸地區專業

人士來臺講學及研究作業要點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促

進兩岸學術人才交流，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講學」，係指經臺灣地區大學校

院或重要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延攬單位）

延攬來臺定點開設課程、專題講座、傳習或

教練；所稱「研究」，係指來臺參與臺灣地區

一所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主持之專案研

究計畫。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為在學術、教育、科技、體

育、文化、藝術及民俗技藝等領域具有專業

造詣，年齡在七十歲以下，身心健康之大陸

地區學者專家，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現任大陸地區重點大學及列入大陸二

一一工程之省級大學、藝術及體育等

專業性大學或重要研究機構專任教授

（研究員）或副教授（副研究員），並

於最近五年內發表重要著作或在國際

學術界獲有殊榮者。

（二）具有博、碩士學位，執行專門職業四

年以上；或未具任何學位，有特殊技

術或才能，能提出證明者。

（三）具有特殊民族藝術、民俗技藝或體育

專業造詣，取得省級以上證明，或於

最近五年內參加省級以上或相當等級

之競賽，獲得前三名，並能提出證明

者。

四、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以在學期期間

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須在寒、暑假期間講

學者，應敘明必要之理由。

五、申請案每年辦理兩次。申請人應於每年一月

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或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

一日備齊下列文件各二份，交由延攬單位統

一造冊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申請名冊（格式如附件一，由延攬單

位統一造冊）。

（二）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二）。

（三）講學或研究計畫書（申請人填寫，格

式如附件三）。

（四）延攬單位延攬計畫（延攬單位填寫，

格式如附件四）。

（五）學經歷證明文件、專利證明、專門職

業或專業技術證明等文件影印本。

（六）與講學或研究有關之最近五年內代表

性著作。

（七）有關著作清單目錄。

本會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

前，公布審查結果。

六、補助經費項目如下列︰

（一）機票費：按實際往返地點經濟艙票價

計算，其經費上限由本會另訂之。但

不包括大陸地區內陸交通費、行李托

運費、機場稅等有關費用。

（二）生活費︰每日補助新臺幣壹仟肆佰伍

拾元。

（三）鐘點費或研究工作費︰每小時新臺幣

柒佰玖拾伍元（依教育部規定之教授

鐘點費支付，得依年度彈性調整）。每

人每月最高補助十六小時。

（四）證照費：向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繳納

之來臺旅行證費用。

（五）保險費︰包括意外身故及殘廢、意外

傷害醫療及疾病住院醫療費。依來臺

天數，每人投保肆佰萬元新臺幣保險

費核算（延攬單位應以要保人身分代

辦投保手續）。

前項經費補助人數、項目及期程，本會依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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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九日第十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六日第二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三十四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四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第四十八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八日第五十八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六十七次管理會委員會議修正



際需求核定。鐘點費或研究工作費及生活費所

得，由其延攬單位依有關法規，扣繳受補助人之

所得稅。

七、補助經費分兩期撥付。第一期款於簽約後，

由延攬單位於受補助人確定來臺二週前，檢

具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受補助人入境之核准文

件影本及補助經費三分之二款額之領據請

領。第二期款於講學或研究結束後一個月內

（惟最遲須於講學或研究當年會計年度結束

前），檢具下列文件請領，並辦理核銷手續︰

（一）第二期補助款領據（延攬單位出具）。

（二）講學或研究心得報告（受補助人撰

寫，以五千字為原則，格式如附件

五）。

（三）講學或研究成果報告（延攬單位填

寫，格式如附件六）。

（四）來回機票存根正本、購票證明及受補

助人簽收之機票費領據。若以機票票

根影本核銷者，則必須另附延攬單位

出具之無法取得單據支出證明。

（五）保險公司出具之保險費收據正本。

（六）受補助人簽收之生活費、鐘點費或研

究工作費領（收）據。

申請人於來臺講學（或研究）同一期間，同

時向本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補（獎）助

來臺灣地區講學、研究或從事其他活動並獲同意

者，本會得視其補（獎）助情形，核定補助項目

及經費。

八、本補助以會計年度為準，受補助人應於本會

核定同意補助之該年度內完成講學或研究活

動。講學或研究期程不得少於一個月。受補

助人如有特殊原因無法於前項期間完成講學

或研究者，延攬單位應徵得本會書面同意

後，方得延至下一會計年度辦理。

九、接受本會補助來臺講學或研究者，二年內不

得再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

十、依本要點接受本會補助來臺講學或研究者，

延攬單位不得發予任何證（聘）書。

十一、接受本會補助來臺講學或研究者，其申請

入境事宜，須依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

灣地區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專業人士

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有關規定辦

理。

十二、受補助人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如違反本要

點或相關規定或從事與許可入境事由不符

之活動者，本會得撤銷或終止補助，並依

相關法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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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核定補助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或研究一覽表

疾病、醫療和中國現代性：以上
海、東北為中心的觀察(1835-
1932)

吸積盤的黏滯性研究(Viscosity of
Accretion Disks)

清史研究

世界山茶屬的分子系統學

臺灣南島語之布農語語料分析

漢語神學︰方法、問題與思想史

負折射率材料中光子奇異傳播行
為的研究

海峽兩岸公共管理發展路徑之比
較研究

胡 成

劉富坤

劉小萌

張文駒

曾思奇

劉小楓

陳 鴻

劉熙瑞

南京大學歷史系

北京大學天文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
史研究所

復旦大學

中央民族大學

廣東中山大學

同濟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
理研究所籌備處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
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

元智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

研究

研究

研究

研究

研究

講學

研究

研究

因故取消

因故取消

因故取消

姓名 所屬服務機關 講學或研究科目或名稱 講學或研究地點 活動類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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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傳與古史研究再思考－
從思想史的視野出發重新理解
春秋左傳一書的特殊意義

大陸經濟法制

現代文學批評研究

大型真菌之生物多樣性研究

棕麥蛾亞科 (昆蟲綱：鱗翅
目，麥蛾科)屬級親緣關係重
建與分類系統研究

二十世紀以來臺灣關於白居易
研究之調查、研究與教學

社會政策：大陸的社會政策與
社會福利

模態邏輯與多主體認知邏輯

契書在客家傳統社會文化中的
意義

PDP用高亮度真空紫外發光材
料的創新研究

中國小說史論

公共行政學

中日互譯之理論與實務專題

臺灣債法改革之要點及對大陸
債法的借鑒意義

WTO平臺上海峽兩岸經貿關係
的構建

比較教育學、教育政治學

中國近代科學史，抗戰時期的
後方科技工作

工業化進程中鄉村產權關係的
變遷：上海與新竹的跨社會制
度比較

兩岸地方政府農村福利保障政
策比較研究

兒童文學的思想

中國近代社會性別史研究

礦區、工程建設區極度退化土
地生態安全預警及土地復墾與
生態恢復重建

方朝暉

廖益新

溫儒敏

楊祝良

李後魂

雋雪豔

唐　鈞

周北海

房學嘉

王育華

石昌渝

林尚立

高　寧

付　榮

薛榮久

王曉輝

李學通

張佩國

嚴　強

朱自強

侯　傑

白中科

北京清華大學

廈門大學

北京大學

中國科學院

南開大學生命科
學院

北京清華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

北京大學

嘉應大學客家研
究所

蘭州大學材料科
學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

復旦大學國際關
係與公共事務學
院

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法
學院

對外經濟貿易大
學國際經濟貿易
學院

北京師範大學教
育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

上海大學社會學
系

南京大學

中國海洋大學

南開大學歷史學
院

中國地質大學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歷史學
研究所

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

東海大學中文系

南臺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所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人文研究中
心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
院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研
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國關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
究中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
政暨政策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
研究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
源學研究所

姓名 所屬服務機關 講學或研究科目或名稱 講學或研究地點 活動類別 備註

講學

因故取消

因故取消

因故取消

講學

講學

講學

研究

研究

研究

研究

研究

講學

講學

講學

講學

講學

研究

研究

研究

研究

研究

講學

研究

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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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民法發展中人格權法的
發展展望

雙光子交換對電子－氘核彈性
散射之貢獻

中國大陸法制專題

兩岸「社會學理論」研究與教
學之比較

光纖通信中的受激佈 淵散射
現象及其應用

漢初思想的轉型--以淮南子為
中心

客家三腳採茶戲「歌舞小戲」
表演藝術

客家戲曲身段教學及排練

歌仔戲(薌劇)音樂理論

舞龍運動技能教學

楊立新

董宇兵

江　山

謝立中

徐安士

陳　靜

曾慶池

李秀華

陳　彬

陸大杰

中國人民大學商
事法律科學研究
中心

中國科學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

北京清華大學法
學院

北京大學社會學
系

北京大學電子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
哲學研究所

江西贛南採茶劇
團

廈門藝術學校

漳州市薌劇團

上海市浦東新區
三林鎮文廣服務
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所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

國立臺灣大學社科院國
家發展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
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
學系研究所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
音樂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
學系

延至96年

因故取消

因故取消

因故取消

因故取消

姓名 所屬服務機關 講學或研究科目或名稱 講學或研究地點 活動類別 備註

講學

講學

講學

講學

講學

講學

講學

研究

研究

研究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補助學者專家赴大

陸地區講學作業要點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

勵兩岸學術人才交流，提升兩岸學術水準，

促進兩岸良性互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講學」，係指赴大陸地區重點大

學及列入大陸地區二一一工程之省級大學、

藝術及體育等專業性大學或重要學術研究機

構，定點開設三星期以上課程或專題講座，

但不得擔任專職教師。

三、申請人須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臺灣地區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

專任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或相當職級

以上職務，於最近五年內正式出版與講

學課程有關之專書（不包括主編或翻譯

著作）或三年內在重要學術刊物發表相

關論文者。

（二）曾任臺灣地區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

（以下簡稱學校或機構）專任副教授或

副研究員以上職務，且年齡在七十歲以

下之退休人員，於最近五年內正式出版

與講學課程有關之專書（不包括主編或

翻譯著作）或三年內在重要學術刊物發

表相關論文者。

（三）具特殊才能之專業人士，於最近五年內

正式出版與講學課程有關之專書、代表

性著作或在相關專業領域之造詣能提出

證明者。

四、赴大陸地區學校講學，以在學期期間為原

則，如有特殊情形須在寒、暑假期間講學

者，應敘明必要之理由。

五、申請人之講學主題應符合本會規劃方向，但

其他主題如能呈現臺灣地區學術特色者不在

此限。本會規劃方向訂於每次申請案開始受

理二個月前公布。

六、申請案每年辦理兩次。申請人應於每年一月

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或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

一日依下列方式提出申請：

（一）現任職於學校或機構之學者專家，由所

屬學校或機構首長推薦，並備齊下列文

件，由所屬學校或機構統一造冊並備函

（由首長署名）提出申請：

１、申請名冊（格式如附件一，由所屬

單位統一造冊）。

２、申請表格（格式如附件二）。

３、講學計畫書（格式如附件三）。

４、大陸地區重點大學（院、系、所）

及列入大陸地區二一一工程之省級

大學、藝術及體育等專業性大學

（院、系、所）或重要學術研究機

構，出具之邀請或同意文件及提供

待遇說明。

５、與講學課程有關之代表性專書或論

文至少一本（份）。

６、有關著作清單目錄。

７、其他相關學術或專業成就證明影

本。

（二）非屬學校或機構學者專家，個別函送本

會申請，其申請文件除免備申請名冊

外，其餘均同第一款各項文件。

申請案件依申請人學術或專業成就、講學計

畫、大陸地區學校或機構提供之相關待遇及是否

符合本會規劃方向等進行審查，並於每年五月三

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前，公布審查結果。

七、補助經費項目如下列：

（一）機票費：按實際往返地點經濟艙票價計

算，但不包括行李托運費及大陸地區內

陸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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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四日第十六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三十四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四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四十三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第四十八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五十一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八日第五十八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六十七次管理會委員會議修正



（二）生活費：每個月新臺幣貳萬伍仟元。

（三）教材講義費：新臺幣壹萬元。

（四）證照費：辦理護照及出入境費用。

（五）保險費：依赴大陸地區之天數，每人

投保新臺幣肆佰萬元之保險費核算。

前項經費補助人數、項目及期程，本會依實

際需求核定，並由所屬學校或機構依有關法規，

扣繳受補助人之所得稅。

八、受補助人赴大陸地區講學，講學期程不得少

於三星期，在講學期間以在大陸地區連續停

留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需中途回臺，應述

明理由，報請本會同意。中途回臺之所有費

用自理，並視回臺日數，按日扣除相關費

用。

九、受補助人應於回臺後一個月內（惟最遲須於

講學當年會計年度結束前），檢具下列文件，

交由所屬學校或機構函送本會辦理撥款及核

銷（非屬學校或機構之學者專家，得個別函

送本會）：

（一）講學心得報告（格式如附件四，字數以

五千字為原則）。

（二）進出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證照影本（須

註明出入境日期）。

（三）來回機票存根正本、航空公司購票證明

（或旅行同業公會統一印製之旅行社代

收轉付收據）及旅行平安保險費收據正

本。

（四）辦理證照費用收據正本。大陸地區之機

場稅須檢附收據正本。

（五）受補助人簽收之領據（格式如附件

五）。

申請人於赴大陸地區講學同一期間，同時向

本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補（獎）助赴大

陸地區講學、研究或從事其他活動並獲同意者，

本會得視其補（獎）助情形，核定補助項目及經

費。

十、本補助講學以會計年度為準，受補助人應於

本會核定同意補助之該年度內完成講學活

動，不得申請延期到下一會計年度辦理。

十一、依本要點從事講學，如涉有請假、職務代

理、薪資等問題，應由受補助人自行徵得

所屬學校或機構之同意，並自行辦理。

十二、受補助人赴大陸地區講學，其申請出入境

事宜，依據「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

許可辦法」有關規定，自行辦理。

十三、受補助人如有違反本要點相關規定或相關

法令者，本會得撤銷補助，並依相關法規

處理。

※95年度因預算遭刪減，本補助活動暫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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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獎助大陸地區研究

生來臺研究作業要點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

勵大陸地區高等校院與學術研究機構博、碩

士研究生來臺研究，促進兩岸青年學術交

流，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研究」係指來臺進行與所學專

業相關之修習或資料蒐集。但不得依本要點

要求在臺灣地區之大學院校修習學分或取得

學位。

三、本要點獎助對象為大陸地區高等校院與研究

機構之在學博、碩士研究生。

四、申請案件每年辦理兩次。申請人應於每年一

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或七月一日至八月三

十一日由其在臺接待之大學院校代向本會申

請。每人限申請一次。

五、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各二份，由在臺接待

之大學校院備函（由校長署名）代向本會提

出申請：

（一）申請表（由申請人親自填寫）。

（二）在學證明。

（三）研究計畫書。

（四）碩士或大學學位證明文件影本及其他成

就證明影本。

（五）申請人導師及接待學校同意指導之副教

授以上人員各一人之推薦書（由推薦人

填寫）。

（六）接待學校接待計畫書。

本會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

前，公布審查結果。

六、獎助經費項目如下列：

（一）機票費：按實際往返地點經濟艙票價計

算，其經費上限由本會另訂之。但不包

括大陸地區內陸交通費及行李托運費。

（二）生活費：每月新臺幣貳萬元。

（三）資料費：每人新臺幣貳萬元。

（四）臺灣地區教授指導費：每月新臺幣參仟

元。

（五）學校學生宿舍費：核實報支。

（六）證照費：向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繳納之

來臺旅行證費用。

（七）保險費：依來臺之天數，以每人投保肆

佰萬之保險費核算。

前項經費獎助人數、項目及期程，依本會實

際需求核定。生活補助費，依財政部函釋，無須

扣繳所得稅。

七、獎助經費分兩期撥付。第一期款由接待學校

與本會辦理簽約後，於受獎人確定來臺研究

二週前，由學校檢附三分之二獎助款項領據

及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入境文件請領並轉發受

獎助人，第二期款應於研究結束時檢具下列

文件提交學校彙整後請領，並辦理核銷手

續：

（一）第二期獎助款領據（由所屬學校出

具）。

（二）來回機票票根正本、購票證明及受獎助

人簽收之機票費領據（若以機票票根影

本核銷者，必須另附接待學校出具之無

法取得單據支出證明）。

（三）保險費收據。

（四）學校開立之住宿費收據。

（五）臺灣地區教授簽收之指導費收據。

（六）受獎助人簽收之生活費及資料費收據。

（七）來臺旅行證費用收據正本。

（八）研究心得報告二份（報告內容應包括行

程紀要、研究心得、對兩岸交流看法、

結語與建議。字數以五千字為原則）。

申請人於來臺研究同一期間，同時向本會、

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補(獎)助來臺研究或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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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並獲同意者，本會得視其補 (獎 )助情

形，核定獎助項目及經費。

八、本獎助以會計年度為準，受獎助人應於本會

核准同意獎助之當年度內完成研究。研究期

程不得少於一個月。 獎助人如有特殊原因，

無法於前項期間完成研究者，接待學校應徵

得本會書面同意後，得延至下一會計年度辦

理。

九、接待學校應於校區內提供宿舍，接待大陸地

區之研究生，並給予學習及生活上之輔導，

以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十、受獎助人來臺研究者其申請入境事宜，依據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及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法」

有關規定辦理。

十一、受獎助人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如有違反本

要點或相關規定或從事與許可入境事由不

符之活動者，本會得撤銷或終止獎助，並

依相關法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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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核定獎助大陸研究生來臺研究一覽表

宗教現象學對神學的意義

論原因自由行為

侵權責任中的因果關係理論研究

上市公司財務報告虛假陳述甄別研究

動態環境下，企業資源的獲取、發展和利用戰略

特許經營合同基本法律問題研究

普通高等學校體育管理部門運作現狀及管理職能的
變革

鱗翅目草螟科斑野螟亞科昆蟲之交尾結構與發春器
官同源性

海峽兩岸直銷監管制度比較研究

關於柏楊雜文中的女性論說的現代性意義

聚炔類光限幅材料的設計、合成及光學性能

中國交通能源問題及其對環境的影響研究

群體智能算法：從理論到應用

上海與臺北現代服務業之比較研究

日據臺灣時期警察制度及警察政治研究

憲政視野下的公益徵收制度

從五五憲草到中華民國憲法

陳治國

黃旭蘶

王衛權

張曉東

徐松屹

靳　靜

吳春霞

杜喜翠

詹　慶

張清芳

尹守春

徐才華

孔　民

周　婷

李　理

畢洪海

聶　鑫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
發展學院

武漢大學法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
學系

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
院

浙江大學管理科學與
工程系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

北京體育大學

南開大學生命科學學
院昆蟲學系

西南政法大學國際經
濟研究所

北京大學中文系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高
分子材料與工程系

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
與管理科學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
理學院

上海社會科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
史研究所

北京大學法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佛光大學

東吳大學

東吳大學

東吳大學

東吳大學

東吳大學

長榮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因故取消

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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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意思決定研究—公司意志的實現與限制

海峽兩岸人力資源管理比較研究

青少年情緒與科學創造力關係之研究

機構之設計分析與控制

無線感測器網路之節點模組研究

多目標體系下海峽兩岸糧食補貼政策的比較及借鑒
研究

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環境保護制度的變遷與績效研究
—來自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實證

多輸入多輸出無線通訊系統之盲蔽訊號源分離

當代「修憲凍省」的過程與影響

行政裁量收縮論

當前中國情景下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氣質建構研究

新國際勞動分工與大都市區空間組織：上海與臺北
的比較

羅爾斯的公民資格觀研究

華南印支期S型花崗岩中的岩石包體研究

自由心證的認知基礎

金融衍生產品與經濟發展之關係或大陸臺灣金融發
展與經濟發展關係之比較研究

微/奈米級三次元量測儀結構設計與分析及接觸式測
頭研究

女性與職業教育關係演變的社會性別審讀

地形對颱風降雨影響之觀測分析與動力模擬研究

稅制改革的合憲性分析

王弼老子註研究

三三文學社團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李小軍

廖　明

高　蕾

張　斌

王小華

葉　慧

趙海霞

陳　翔

邵　楠

王貴松

方　剛

李　健

宋建麗

曾　雯

張南寧

張涵天

王偉麗

周　正

舒守娟

湯潔茵

蔣麗梅

陳婧裬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
院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
理學院

南京師範大學教育
科學學院

浙江大學機械與能
源工程學院

華東師範大學微電
子學系

華中農業大學經濟
管理學院農業經濟
管理系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
管理學院

北京清華大學電子
工程學系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
學院

北京大學法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
現代城市研究中心

南開大學哲學研究
所

中國地質大學 (武
漢)地球科學學院

中山大學邏輯與認
知研究所

北京大學商務統計
與經濟計量系

合肥工業大學儀器
儀錶學院精密儀器
學系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
學院

南京大學大氣科學
系

北京大學法學院

北京大學哲學系

復旦大學中文系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備註

因故取消

因故取消

因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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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工程學程發展的他山之石：臺灣工程學程
之發展與特質

學校變革實施的理論與實踐

華人大學生生涯信念與生涯決策之比較研究

光復初期跨海知識分子研究-以許壽裳、臺靜農、黎
烈文為例

鈰基金屬塑料的開發和物理性能研究

低氧與運動對於骨骼肌PGC-1表現與AMPK磷酸化之
影響

低氧與運動對於肥胖鼠肌肉AMPK磷酸化與肌肉
GLUT4基因表現之影響

騎士文學與基督教女性觀

基督教宗教戲劇中的女性殉道者形象

明季天主教「原罪論」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回應

多明我會傳教士高母羨

17、18世紀來華英國人遊記的中國形象研究

史記論贊研究

文獻學、經學

翟亞軍

夏雪梅

彭永新

王小平

張　博

馮　梅

羅　彥

張　新

石任之

胡金平

蔣　薇

葉向陽

侯文華

張麗娟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管理科學與工程學
系

華東師範大學課程
與教學研究所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
學院

復旦大學中文系

中國科學院物理研
究所

山東大學醫學院生
理學研究所

山東大學醫學院生
理學研究所

首都師範大學比較
文學系

首都師範大學比較
文學與世界文學

首都師範大學比較
文學系

北京外國語大學比
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
文學系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
古代文學

北京大學中文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

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備註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獎助研究生赴大陸

地區研究作業要點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

勵大學校院博、碩士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

（不含港、澳地區），促進兩岸青年學術交

流，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研究」係指赴大陸地區部委所

屬重點大學及列入大陸地區二一一工程之省

級大學、藝術及體育等專業性大學或重要學

術研究機構進行與撰寫學位論文有關之修習

或資料蒐集，但不得依本要點在大陸地區高

等校院修習學分或取得學位。

三、本要點獎助對象為大學校院修畢學位學分二

分之一之在學博、碩士研究生。

四、申請案件每年辦理兩次。申請人應於每年一

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或七月一日至八月三

十一日由其所屬學校代為申請。每人限申請

一次。

五、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各兩份，由所屬學校

統一彙整造冊並備函（由校長署名）代向本

會提出申請：

（一）申請名冊（由學校統一造冊）。

（二）申請表（由申請人親自填寫）。

（三）學校出具修畢學位學分二分之一之有關

證明。

（四）研究計畫書（並應說明必須赴大陸地區

研究之理由）。

（五）博、碩士歷年學習成績證明正本及其他

學術性著作或發表於學術會議之論文影

本。

（六）臺灣地區研究論文指導教授一人推薦書

（由推薦人員填寫）。

（七）大陸地區接待學校（院、系、所）或學

術研究機構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以上一人

同意指導研究之同意函（須註明工作單

位、職稱、住址及聯絡電話）。

（八）大陸地區接待學校（院、系、所）或學

術研究機構出具之邀請函。

本會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

前，公布審查結果。

六、獎助經費項目如下：

（一）機票費：按實際往返地點經濟艙票價計

算，但不包括大陸地區內陸交通費及行

李托運費。

（二）生活費：每個月新臺幣貳萬元。

（三）資料費：每人新臺幣貳萬元。

（四）大陸地區教授指導費：每個月新臺幣參

仟元。

（五）證照費：辦理護照及出入境費用。

（六）保險費：依赴大陸地區之天數，以每人

投保新臺幣肆佰萬元之保險費核算。

前項經費獎助人數、項目及期程，本會依實

際需求核定。

七、獎助經費分兩期撥付。第一期款由所屬學校

與本會辦理簽約後，於受獎助人確定赴大陸

地區研究日期後，由學校檢附三分之二獎助

經費之領據請領並轉發，第二期款於研究結

束後一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提交學校彙整

後請領，並辦理核銷手續：

（一）第二期獎助款領據（由所屬學校出

具）。

（二）來回機票票根正本及航空公司購票證

明（或旅行同業公會統一印製之旅行

社代收轉付收據）。

（三）辦理證照及出入境費用收據正本及進

出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證照影本（須

註明出入境日期，另大陸地區之機場

稅須檢附收據正本）。

（四）保險費收據。

（五）大陸地區教授簽收之指導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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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日第二十六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三十四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第四十八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六十七次管理會委員會議修正



（六）受獎助人簽收之生活費及資料費收

據。

（七）研究心得報告一式三份及在大陸蒐集

之相關資料目錄（報告內容應包括行

程紀要、研究心得、對兩岸交流看

法、結語與建議。字數以五千字為原

則。）

申請人於赴大陸地區研究同一期間，同時向

本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獎（補）助赴大

陸地區研究者或從事其他活動並獲同意者，本會

得視其獎（補）助情形，核定獎助項目及經費。

受獎助人於完成學位論文後，應函送本會三冊，

以供參考。

八、本獎助以會計年度為準，受獎助人應於本會

核定同意獎助之該年度內完成研究。研究期

程不得少於一個月，且不得申請延期至下一

會計年度辦理。若因故不能赴大陸地區研

究，應於事前由所屬學校以書面告知本會，

並返還已領之全部費用。

九、受獎助人所提申請表資料、研究計畫及大陸

地區指導人員等，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者，

應事先由所屬學校徵得本會書面同意。

十、受獎助人赴大陸地區研究，在獎助研究期間

應連續在大陸地區停留，如有特殊情形須中

途回臺，應述明理由，報請所屬學校校長同

意，並副知本會。中途回臺之所有費用自

理，並視回臺日數，按日扣除相關費用。

十一、依本要點從事研究，如需向所屬服務機關

請假，應由受獎助人自行負責辦理。

十二、接受本獎助赴大陸地區研究者，其申請入

出境事宜，依據「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

地區許可辦法」有關規定，自行辦理。

十三、受獎助人如有違反本要點相關規定或相關

法令者，本會得撤銷或終止補助，並依相

關法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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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核定獎助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一覽表

南管中明初五大南戲之研究

從品牌觀點看中國大陸媒體購買流程中的決策思維

中國大陸行業協會發展模式之研究：以廣東省食品
行業協會為例

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論阿來的藏族文學

微管道中的電滲現象與生化分析應用

水庫淤泥輕質骨材暨輕質骨材混凝土之產製技術研
究

大陸經濟崛起對東亞區域主義發展之影響

中國企業國際化之政策形成與發展-以新制度主義
觀點分析

兩岸海上貨物運送法律制度與司法實務之比較研究

從神話到科幻-中國準科幻敘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
所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
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大陸
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
文學所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
暨生物化學所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
工程系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
行政研究所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
行政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
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
文學系

廈門大學

上海財經大學

浙江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

天津南開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因故取消

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備註

楊淑娟

曾曉貞

段昱良

洪士惠

陳曉蘋

王順元

吳瑟致

張維倫

劉揚浩

林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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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基磁性奈米晶合金之研究及開發

中國臺商「打工妹」的身分認同與生產政治

海峽兩岸青少女飲食疾患與相關影響因素之比較研
究

城風鄉俗-明清江南市鎮生活風貌

中國新媒體藝術之發展

中國大陸營造業國際聯合承攬組織類型之決策模
型-組織經濟學觀點

制度取徑的中國城市化研究-以西安城中村為例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
科學工程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歷史研究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科技藝術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
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
與城鄉研究所

南京大學

上海復旦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上海復旦大學

中國美術學院

北京清華大學

西安市西北大學

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備註

李謀澂

周凱音

陳佳君

陳淑娟

郭奕臣

林藝馨

郭恆佳

因故取消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獎助在大陸地區出

版之臺灣地區著作作業要點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

勵臺灣地區著作人授權大陸地區出版社（不

含港、澳地區）出版發行圖書，以反映臺灣

地區學術及社會發展經驗，加強大陸民眾對

臺灣地區之認識，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人應為臺灣地區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

人，每位申請人每年以申請二案為限，合作

著作需由合作著作人共同提出申請。

三、申請獎助之著作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作者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二）為十萬字以上之中文著作。

（三）寫作完竣（含已在臺灣地區出版或未出

版著作）且未於大陸地區出版發行者或

已在大陸地區發行兩年以內者。

（四）內容為人文社會科學類專著或有關臺灣

史地、人民生活之論述。

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海外學人著作得專

案審定，不受前項第一款之限制。

四、本獎助每年辦理一次，於九月一日至十月三

十一日受理申請。

五、申請文件：

（一）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

（二）申請獎助之著作（預訂在大陸出版之稿

件或已在大陸出版之版本）三份。

（三）民間機構申請時應附公司執照或法人登

記證書影本。

（四）接受委託代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

（五）經轉讓取得著作財產權者應附轉讓契約

書影本。

六、審查方式：由本會聘請專家學者進行審查。

七、本獎助分甲、乙兩級。獎助額度：

（一）甲級：單本著作每本獎助十萬元。套書

依冊數獎助，但每套不超過三十

萬元。。

（二）乙級：單本著作每本獎助七萬元。套書

依冊數獎助，但每套不超過二十

萬元。

前項獎助經費由本會依有關法規扣繳受獎助

人之所得稅。

八、經核定獎助，已在大陸地區出版者，申請人

應憑領據向本會請款；尚未在大陸地區出版

者，申請人應檢附在大陸地區出版版本著作

二冊（套）及領據向本會請款。

經核定獎助尚未於大陸地區出版之著作，在

大陸出版版本與申請獎助稿件內容有顯著差異

者，本會得酌予刪減獎助金額；完全不符者本會

得撤銷獎助。

九、經核定獎助尚未於大陸地區出版之著作，於

核定之日起二年內未正式於大陸地區出版發

行者，應撤銷獎助。

※95年度因預算遭刪減，本獎助活動暫停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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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第十七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廿一日第廿四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一日第三十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四十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五十一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第六十四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六十七次管理會委員會議修正



附錄三：基金運作方式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七屆委員名

單（任期95年1月15日至97年1月14日）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委員

中華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十四日行政院臺 (八三 )忠授字第００二九一號令發布

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六日行政院臺 (八六 )孝授四字第０七六０一號令修正發布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八日院授主孝四字第０九二００二三三八號令修正發布

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院授主孝四字第0 9 4 0 0 0 8 4 7 6 A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為推動大陸政策及兩岸交流，特設置中

華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依預

算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

定之特種基金，編制附屬單位預算，以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

為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三、捐贈收入。

四、其他有關收入。

第四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促進兩岸民間交流事項之支出。

二、兩岸民間交流活動之補助及獎助。

三、管理及總務支出。

四、其他有關支出。

前項第一款至第二款所稱之兩岸民間交流，

兼指港澳地區及其他海外地區所辦理之兩岸交流

活動。

第五條　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

全性，其存儲並應依國庫法及其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基金為應業務需要，得購買政府公

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第七條　本基金設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

稱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陸委會主

任委員兼任之；副召集人一人，由召集

人就陸委會副主任委員中指派一人兼任

之。

委員七人至九人，由召集人遴聘中央有

關機關代表及熟諳大陸事務之學術機關

或文教、工商團體負責人擔任，任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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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95年9月13日起）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93年5月20日至96年4月12日）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96年4月12日起）

鄭自隆
廣電基金會董事長

政治大學廣告學教授

吳靜吉
總統府國策顧問

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游盈隆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特任副主任委員

林曼麗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胡元輝　 公共電視臺總經理

簡志忠　 圓神出版社董事長

林淑閔　 海峽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

李佩華　 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編審

莊芳榮
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理事長

中華文物保護協會理事長

吳釗燮

陳明通



年，期滿得續聘之。

第八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承召集人之命執

行本會決議事項及綜理日常事務；置幹

事六人至十人，辦理所任事務，均由陸

委會現職人員派兼之。

第九條　本會召集人、副召集人、執行秘書及幹

事均為無給職。

第十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基金之收支及保管。

二、本基金運用之審議及考核。

三、本基金重要規章之審議。

四、本基金年度預算、決算之審議。

五、本基金來源之勸募。

六、其他有關事項。

第十一條　本會每二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

之，並得邀請有關人士列席；召集人

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之。

本會委員會議應由委員親自出席。

第十二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編製與執行及預算編

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

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規定訂

定會計制度。

第十四條　本基金結束時，應予結算，其餘存權

益應解繳國庫。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會議規則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一 次 管 理 委 員 會 議 通 過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第 六 十 七 次 管 理 會 委 員 會 議 修 正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委員會

議，依本規則辦理之。

二、本會委員會議(以下簡稱委員會議)，以全體

委員二分之一之出席為法定人數，其決議案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可決；可否同數

時，取決於主席。

三、委員會議列席人員為，本會執行秘書、有關

業務人員及其他經召集人指定或邀請之人

員。列席人員無表決權。

四、委員會議之提案，分下列三種：

(一)召集人提出者；

(二)委員二人以上聯名提出者；

(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各中央機關提出者。

五、委員會議之議案，經召集人核定後，編入議

程。如有性質特殊或具時間性之事項，得經

召集人核定後編列臨時議案。如遇緊急事

件，得於開會時經主席之許可，提出臨時動

議。

六、委員會議表決，得由主席決定以舉手或投票

方式行之；必要時，得採用無記名投票。

七、委員會議之決議案，經主席核定後，於下次

會議宣讀之。

八、本規則未規定者，適用會議規範之規定。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分工辦事規定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一 次 委 員 會 議 通 過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第 六 十 七 次 管 理 會 委 員 會 議 修 正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處理

業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定行之。

二、執行秘書承召集人之命，處理日常事務，其

權責如左：

(一)重要政策及工作方針之研擬及參與。

(二)年度工作計畫進度及工作報告之策劃與編

訂。

(三)本會決議事項之執行。

(四)職員之指揮調配與工作勤惰之考核。

(五)預算決算之編訂。

(六)職員任免考核之擬核。

(七)召集人授權一般業務之處理。

三、本會幹事企劃、總務、會計三組，分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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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其權責如左：

(一)企劃組：

１、工作計畫、進度之編擬事項。

２、一般業務研究發展與推動事項。

３、建議或申請書之擬議事項。

４、工作報告編擬事項。

５、有關業務之接洽協調事項。

６、辦理本會議事紀錄事項。

７、其他交辦事項。

(二)總務組：

１、文書撰擬事項。

２、印信典守事項。

３、各種會議議事、會場佈置及支援事

項。

４、公物登記、採購及保管事宜。

５、公共關係事項。

６、現金出納登記及管理經費等之結報事

項。

７、其他事務事項。

(三)會計組：

１、基金保管運用之擬議及處理事項。

２、預算決算之籌編事宜。

３、財務稽核事項。

４、帳冊登記及報表編製事項。

５、其他有關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四、本會文書處理，依左列之規定辦理：

(一)本會行文，重要者用本會名義，由召集人

簽署並蓋用會印；普通文，蓋用本會條

戳。

(二)凡外來公文除封面註明「密啟」、「親啟」

者，由召集人拆封外，餘均由承辦人員按

職掌處理。

(三)收到公文，應以當日分送為原則。

(四)重要文件，應先簽具意見，報請核定後，

再擬稿送判。有時間性者，得簽稿併陳，

例行公文或有成例可循者，逕行擬稿送

判。

(五)承辦文件，應分別緩急輕重。緊急者，當

日辦理；普通者不得超出五日者，遇有內

容繁複者，得陳明展限。

(六)擬稿，應用規定公文稿，繕寫清晰，一文

一事，分別列舉，並加標點。

(七)來往文件，均應掛號登記，敘明年月日以

便查考。

(八)發出文件登記封發，應即歸檔，或自行訂

卷保存。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補助案件審核作業

程序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三 月 七 日 第 二 次 管 理 委 員 會 議 通 過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第 七 次 管 理 委 員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第 六 十 七 次 管 理 會 委 員 會 議 修 正

一、本作業程序係根據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

下簡稱本會）補助辦理兩岸交流活動作業要

點第四點規定，為向本會申請補助案件審核

處理作業之依據。

二、凡所受理之補助案件，其審核程序應循初審

及複審手續辦理；必要時得先送請有關機關

（構）或相關之專家學者進行評估，以為審核

之參據。

三、初審前作業：

(一)凡向本會申請補助之案件，承辦人應檢視

是否合於規定之申請要件，並作適當處理

後始得受理。

(二)所受理之補助案件，應依式填具案件摘要

及處理紀錄表，經執行秘書同意後提初審

會議。

(三)所受理之補助案件，如專業性高，或活動

內容涉及面複雜，承辦人得專案簽核送有

關機關（構）或相關之專家學者進行評

估，並填具評估意見表，再提審查會議。

四、初審：

(一)初審會議由本會執行秘書以上長官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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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每月中旬舉行，業務相關人員參

加。

(二)初審會議對申請補助案件應逐案討論，決

定是否同意補助或送請有關機關及專家學

者等進行評估後再審；其審查意見應於會

議結束後簽陳召集人核閱。

(三)初審會議同意補助之案件，應具體註明補

助項目及金額，其同意補助金額在五十萬

元（含）以下者，簽奉召集人核行；其同

意補助金額在五十萬元以上者，提委員會

議複審。

五、複審：

(一)複審由本會委員會議為之。

(二)本會委員會議對提複審之補助案件逐一審

查，並決定同意補助與否及補助項目、金

額等。

(三)複審結果列入委員會議紀錄，由召集人核

行。

六、有關之審查，應依本會所定「補助辦理兩岸

交流活動審查原則」執行；補助項目及金額

應照本會所定之相關經費支付標準審核。對

於未獲同意補助之案件，得以「經本會審查

結果」之理由函復之。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委辦費補助費支用

及核銷規定

一、各受委託單位或個人對於本會所撥經費之支

用，除遵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並應依照

合約、研究計畫或補助事項所定之預算項目

嚴格執行（研究計畫經費須經計畫主持人簽

署，始得列之），執行時如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事前備文檢同變更清單並詳加說明，

徵得本會書面同意。

（一）變更原計畫預算項目者。

（二）原計畫預算項目雖未變更，惟原核定之

用途內容變動者。

（三）各科目經費流入或流出金額超過其原核

定分配數之百分之二十者。

前項第三款情形，不得流用於人事（研究人

員補助費）、行政管理費及雜費。

二、本會所撥經費除依合約書所訂項目及原核定

計畫執行外不得用作下列各項開支：

（一）不合計畫預算之開支，或與計畫無關之

任何費用。

（二）未經本會同意，逕行歸墊本會經費撥到

前已列帳之開支。

（三）與計畫無關之任何墊撥款項。

（四）招待、應酬、餽贈、禮品費用，罰款、

贈款、捐贈及各種私人用款。

（五）申請單位之管理及總務費用。

三、各計畫支出款項，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規定辦理。部分補助案件之核銷，應於活動

結束後一個月內，填妥經費支付方式通知

單、補助經費工作報告表及活動評估表，連

同領據及活動相關資料函寄本會憑辦。委辦

案及全額補助案，則應取得原始憑證（說明

如附件），併同所有原始憑證於工作結束後一

個月內，按計畫預算科目之順序，逐一粘貼

於支出憑證粘存單，並加填費用支出明細

表，裝訂成冊後，檢送本會查核。各計畫原

始憑證，如有分割困難，或其他原因，無法

檢送本會者，檢同複印本及分攤表說明理由

函送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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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95年度大事紀（95.01.01∼95.12.31）

▲召開第68次委員會議。核備94年度第14-15次民間團體申請補助案件初審會議審查結果、94年度決算
及重要工作執行結果、因應95年預算遭刪減相關業務計畫調整、邀請大陸專業人士來臺從事文教相
關活動參考手冊案。

▲委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邀請北京晨報等10位主任、記者來臺採訪社會福利（醫療保健）專題。

▲委託中華民國廣播電視協會邀請湖北報業集團等12位臺長、總編輯來臺採訪婦女團體。

▲召開第69次委員會議。核備大陸來臺交流人士對臺灣觀感調查結果、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設
置要點條文修正案。

▲委託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邀請湖南電視臺等12位製作人、編輯來臺採訪社會服務團體。

▲委託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辦理大陸海南省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邀請海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等12位校
長。

▲委託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辦理兩岸文化行政與文化產業發展座談會：邀請西安市文化局等8位
局廳處長、副司長來臺。

▲召開第70次委員會議。核備95年度第2期補助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及研究審查結果、95年度第
2期獎助大陸地區研究生審查結果；通過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受贈捐款處理作業規定、96年度預算編
列及業務規劃、臺灣地區大學校院法律系所邀請大陸地區法律相關系所學生來臺研修計畫案。

▲委託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辦理2006年兩岸高中生飛躍青春夏令營：邀請廣西南寧第二中學
等18位高中生來臺。

▲委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邀請環境與發展報社等11位總編輯、主任來臺採訪臺灣環保推展專題。

▲委託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辦理2006年兩岸高中生環保與科技夏令營：邀請廣東實驗中學等20位高中生
來臺。

▲召開第71次委員會議。通過鼓勵大陸研究生來臺進行「臺灣研究」相關議題研習、規劃辦理「臺灣
地區宗教教義研修機構邀請大陸宗教人士來臺研修計畫」案。

▲委託國立臺北大學（社工系）辦理兩岸大學生研習營：邀請廣東中山大學等20位社工類科師生來臺。

▲委託臺灣亞洲民主資源協會辦理兩岸大學生研習營：邀請廣西大學等21位傳播類科師生來臺。

▲委託中國新聞學會邀請海峽教育報等10位主任、總監來臺採訪永續校園專題。

▲委託淡江大學（陸研所）辦理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第一梯次)-知識經濟發展與策略：邀請廈門大學
等12位師生來臺。

▲委託財團法人築夢教育基金會辦理兩岸大學生研習營：邀請廈門大學等18位法律類科師生來臺。

▲委託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辦理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第一梯次)-財經發展與策略：邀請廣西大學等12
位院長、副院長、教授來臺。

▲委託國立東華大學辦理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第二梯次)：邀請華中科技大學等10位大陸海外留學歸國之
青年學者來臺。

▲委託財團法人真善美基金會辦理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第三梯次)-政府與企業法制關係：邀請福州大學
等16位副院長、教授來臺。

▲委託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辦理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第二梯次)-法制發展與研究：邀請華南師範大
學等10位師生來臺。

▲委託財團法人周凱劇場基金會辦理兩岸大學生研習營：邀請廣東亞視演藝學院等20位藝術類科師生
來臺。

▲委託臺灣環境資訊協會辦理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壇：邀請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進會等7位主管人員
來臺。

▲委託東海大學（宗教系）辦理2006年兩岸基督宗教與社會發展論壇：邀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
委員會等11位主席、院長來臺。

3月16日

3月19日

4月10日

4月25日

5月5日

5月26日

5月29日

6月29日

7月20日

7月23日

8月19日

9月1日

9月5日

9月9日

9月18日

9月19日

9月20日

9月27日

9月29日

10月1日

10月20日

10月21日

時 間 重 要 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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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第72次委員會議。核備補助銘傳大學試辦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第一梯次）辦理
成效報告案；通過96年基金預算如審查不利之因應備案、如何促進兩岸文化創意的交流並將臺灣在
文化上傳統再生的經驗分享案。

▲委託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辦理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第四梯次)-大陸傳播媒體發展對社會生活之影
響：邀請廈門大學等11位教授、副教授來臺。

▲委託銘傳大學（傳播管理學院）辦理第10屆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活動及「兩岸傳播產業的挑
戰與競合研討會」。

▲委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邀請人民日報網路中心等12位新聞網站主任、總監來臺參訪。

▲召開第73次委員會議。核備政府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現況報告、96年度第1期補助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
臺講學及研究審查結果、96年度第1期獎助研究生互至彼案研究情形報告案；通過兩岸關係暨大陸新
聞報導獎設置要點修正、96年度雜誌在大陸地區贈閱活動郵資補助案。

10月26日

11月3日

12月13日

12月26日

時 間 重 要 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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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發展基金歷年委辦及補助案件數趨勢

中華發展基金歷年委辦及補助案件數趨勢圖

委辦案

補助案（一）

補助案（二）

合計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392 94 合計年度
項目

6 17 16 16 33 46 49 35 40 47 56 54 441

0 25 32 52 86 111 208 126 142 119 154 129 1296

3 27 39 83 100 108 379 254 257 161 216 207 1848

9 69 87 151 219 265 636 415 439 327 426 390

95

26

112

14

152 3585

註1：補助案（一）包括補助兩岸學者專家及研究生互至彼岸講學及研究，以及獎助兩岸優良

著作於彼岸出版發行等六項獎、補助計畫。

註2：補助案（二）為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一般性質之兩岸交流活動。

註3：89年度實含88年下半年及89年。

中華發展基金歷年申請及通過補助案數量趨勢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合計年度
項目

5 97 137 267 353 373 885 686 783 610 711 731 6104申請

3 47 68 127 205 226 603 419 416 377 390 336

95

466

128 3345通過

中華發展基金歷年申請及通過補助案數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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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及94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一般性之兩岸交流活動案件數比較

95年度及94年度委託辦理兩岸文教交流活動案件數比較

95年度及94年度補助兩岸學者專家、研究生之講學及研究以及獎助兩岸優良著

作出版等6項計畫申請及補助案件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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