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式甲式甲式甲式

項次 補(捐)助機關
受補(捐)助對象所歸屬

之直轄市或縣（市）
受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或用途   核准日期 補(捐)助金額(含累積金額) 備註

1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及新北市 本會退職工友駕駛
110年退職工友駕駛三節

慰問金

110.2.4

110.6.2

110.9.13

30,000                                     

2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臺灣戰略研究學會

「 明天過後：新冠肺炎

後國際政經局勢及兩岸

關係的重整與挑戰」研

討會

110.4.14 32,000                                     

3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
「中共兩會與近期兩岸

關係發展」民調座談會
110.4.16 155,000                                   

4 大陸委員會 宜蘭縣 佛光大學

「 當前美國印太戰略布

局下南海情勢應處策

略」國際研討會

110.4.30 62,779                                     

5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淡江大學

「2021淡江戰略學派年

會暨第17屆紀念紐先鍾

老師」國際學術研討會

110.6.29 49,790                                     

6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

金會

辦理兩岸協商、服務與

交流活動及兩岸文書驗

證等事

110.4.13-110.5.6

110.7.27-110.8.12

111.1.7-111.1.13
151,397,381                             

7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舉辦「2021第91屆國醫

節第13屆台北國際中醫

藥學術論壇」

110.4.16 50,000                                     

8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舉辦「新冠疫情發展、

因應與影響：跨國比較

與超前部署研討會」

110.4.21 99,796                                     

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

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甲式甲式甲式甲式

項次 補(捐)助機關
受補(捐)助對象所歸屬

之直轄市或縣（市）
受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或用途   核准日期 補(捐)助金額(含累積金額) 備註

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

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9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臺灣圖博之友會

補助「中共終極滅藏政

策VS達賴喇嘛轉世」座

談會

110.4.9 106,000                                   

10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補助「從香港選制與基

本法變更，看一國兩制

現況及前景未來？!」座

談會

110.4.26 91,720                                     

11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華民國當代日本研

究學會

2021第7屆日本研究青年

論壇暨論文獎
110.8.3 50,000                                     

12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

金會

在臺辦理「第八屆漢傳

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學

術研討會：境智一如－

聖嚴思想與漢傳佛教的

身心安樂與天地時空」

線上視訊研討會

110.8.2 30,000                                     

13 大陸委員會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0.8.4 45,000                                     

14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0.7.28

110.8.6
65,906                                     

15 大陸委員會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0.8.11 36,300                                     



甲式甲式甲式甲式

項次 補(捐)助機關
受補(捐)助對象所歸屬

之直轄市或縣（市）
受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或用途   核准日期 補(捐)助金額(含累積金額) 備註

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

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16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淡江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0.8.6 45,000                                     

17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0.8.4 40,600                                     

18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在臺辦理升學輔導臺灣

班畢業典禮活動
110.7.1 23,000                                     

19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

化合作策進會
推動臺港經濟文化交流

110.7.6

110.8.26

  111.1.14

2,562,296                                 

20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辦理臺港澳交流活動及

座談等

110.7.29

110.9.9

  111.1.14

1,400,000                                 

21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財團法人台北金融研

究發展基金會

第二十四屆兩岸金融合

作研討會
110.11.15 100,000                                   

22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亞太區域發展暨治理

學會

2022兩岸暨大陸經濟、

金融情勢前瞻研討會
110.12.30 74,982                                     

23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2021大陸臺商高階主管

經營研習會
110.12.28 501,941                                   

24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

會

110年度「工商會務季

刊」
110.12.22 102,500                                   



甲式甲式甲式甲式

項次 補(捐)助機關
受補(捐)助對象所歸屬

之直轄市或縣（市）
受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或用途   核准日期 補(捐)助金額(含累積金額) 備註

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

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25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

會

「總統國慶演說與近期

臺海局勢」民調座談會
110.11.19 160,000                                   

26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當代中國外交國際研究

工作坊
110.11.25 100,000                                   

27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國政治學會

2021年會暨「板塊挪移

下的新世局：全球疫

情、科技革命、強權爭

霸」國際學術研討會

110.12.3 100,000                                   

28 大陸委員會 花蓮市 國立東華大學
歐中臺關係與印太戰略

論壇
110.12.6 50,000                                     

29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 110.12.22 59,760                                     

30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2021臺灣政治學會年會

暨「後疫情下的國際秩

序與民主挑戰」國際學

術研討會

110.12.27 200,000                                   

31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臺灣東突厥斯坦協會
揭發真相:維吾爾法庭審

判論壇
110.12.29 100,000                                   

32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台灣兒童胸腔暨重症

醫學會

舉辦「第六屆亞洲兒童

胸腔醫學會年度大會

(APPS)」

110.10.27 30,000                                     



甲式甲式甲式甲式

項次 補(捐)助機關
受補(捐)助對象所歸屬

之直轄市或縣（市）
受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或用途   核准日期 補(捐)助金額(含累積金額) 備註

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

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33 大陸委員會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辦理「COVID-19後疫情

時代及中國的演化式治

理」座談會

110.12.28 69,300                                     

34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

金會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疫情

防疫作業增加分流管

控、防疫物品、加班

費、清消等費用需求」

經費專案補助

110.12.10-

110.12.30
1,393,046                                 

35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辦理香港立法會選舉與

臺港新情勢發展座談會
111.1.6 102,906                                   

36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滅劇場黯黑舞蹈團
辦理第7屆愛自由當代書

藝聯展
110.11.29 100,000                                   

37 大陸委員會 彰化縣
中華全國在臺港澳大

專學生聯合會

辦理第27屆全台港澳學

聯第1屆緣宵舞會
110.11.29 30,000                                     

38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臺灣服務業聯盟協會

辦理「亞洲物流航運及

空運會議」線上直播會

議之圓桌論壇

110.12.17 100,000                                   

39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社團法人臺灣民間支

援香港協會

辦理「臺港同心落地深

耕」線上系列講座
110.12.28 90,997                                     

40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社團法人臺灣民間支

援香港協會
辦理遇見香港攝影比賽 111.1.6 60,000                                     



甲式甲式甲式甲式

項次 補(捐)助機關
受補(捐)助對象所歸屬

之直轄市或縣（市）
受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或用途   核准日期 補(捐)助金額(含累積金額) 備註

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

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41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

會

辦理疫後的香港新情勢

與台港關係系列論壇
111.01.11 220,065                                   

42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臺灣香港邊城青年
辦理臺灣校園香港文化

推廣活動暨放映會
111.1.13 156,953                                   

43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辦理「臺港關係：形勢

變遷與挑戰」座談會
110.11.17 42,813                                     

44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東海大學
在臺辦理「兩岸關係現

況與挑戰」青年營
110.11.15 82,940                                     

45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社團法人經濟民主連

合

在臺辦理「2021年兩岸

關係與中國大陸識讀線

上系列主題講座」

110.12.30 794,500                                   

46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在臺辦理「2021第十六

屆全球視野、在地鏈結

與共生研習營」

110.10.5 99,199                                     

47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淡江大學

在臺辦理「2021全球變

局下的中國大陸、兩岸

關係與國家發展博碩士

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

會」

111.1.10 46,600                                     

48 大陸委員會 高雄市 國立高雄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0.9.30 37,012                                     



甲式甲式甲式甲式

項次 補(捐)助機關
受補(捐)助對象所歸屬

之直轄市或縣（市）
受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或用途   核准日期 補(捐)助金額(含累積金額) 備註

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

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49 大陸委員會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0.12.27 45,000                                     

50 大陸委員會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1.1.5 48,620                                     

51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0.12.29 39,520                                     

52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0.12.24 50,000                                     

53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淡江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1.1.10 50,000                                     

54 大陸委員會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0.12.27 34,510                                     

55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0.12.24 40,883                                     

56 大陸委員會 高雄市 國立高雄大學
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

兩岸關係」課程
111.1.10 50,000                                     

57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臺北市立大學

在臺辦理「110年臺灣人

權學刊贈閱中國大陸相

關學術單位計畫」

110.12.28 40,000                                     



甲式甲式甲式甲式

項次 補(捐)助機關
受補(捐)助對象所歸屬

之直轄市或縣（市）
受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或用途   核准日期 補(捐)助金額(含累積金額) 備註

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大陸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

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110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58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

展基金會

在臺辦理「文訊雜誌寄

贈中國大陸文學、學術

界人士發行活動」

110.12.23 80,000                                     

59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社團法人台灣民族誌

影像學會

在臺辦理「2021臺灣國

際民族誌影展」
110.11.11 30,000                                     

60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在陸辦理「110年推廣臺

灣閱讀教育計畫」
111.1.5 397,000                                   

61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在陸辦理「採購2021介

紹臺灣文化之英文教材

相關書目暨參加相關認

識臺灣及宣傳臺灣之英

語競賽與交流計畫」

111.1.5 396,000

162,679,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