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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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退職工友及駕駛

111年度退職工友及駕駛

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慰問金

111.1.20

111.5.24

111.8.30

32,000                                    

中秋節

調整為6

人(每人

2,000)

2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淡江大學

「2022淡江戰略學派年

會暨第18屆紀念紐先鍾

老師」國際學術研討會

111.6.30 64,555                                    

3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亞太區域發展暨治理學

會

兩岸風險情勢評估座談

會
111.7.25 71,900                                    

4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

教基金會

「第九屆臺日戰略對

話」國際研討會
111.9.14 58,681                                    

5 大陸委員會 金門縣 國立金門大學
境外學生春節圍爐聯歡

活動
111.1.12 8,000                                      

6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東海大學

開設111年度上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3.9 26,090                                    

7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開設111年度上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3.25 34,560                                    

8 大陸委員會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開設111年度上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4.1 4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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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3季止

單位: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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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陸委員會 金門縣 國立金門大學

開設111年度上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4.1 27,290                                    

10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淡江大學

開設111年度上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4.1 50,000                                    

11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淡江大學

開設111年度上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4.1 48,921                                    

12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開設111年度上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4.14 49,900                                    

13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2022第十七屆研習營：

全球視野、市場鏈結與

在地共生

111.6.7 99,932                                    

14 大陸委員會 雲林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1 3,000                                      

15 大陸委員會 屏東縣 國立屏東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15 3,339                                      

16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19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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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大陸委員會 臺南市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19 3,500                                      

18 大陸委員會 高雄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19 1,397                                      

19 大陸委員會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29 24,000                                    

20 大陸委員會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29 69,500                                    

21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亞太區域發展暨治理學

會

「2022經濟發展與情勢

評估」論壇
111.5.24 86,398                                    

22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辦理「2022年第14屆台

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

壇」

111.4.14 50,00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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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21-111.5.18

111.7.22-111.7.28
66,471,814                              

24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

會

辦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防疫作業等事

111.7.11

111.7.28

111.9.29

60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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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辦理「香港特首選舉後

的臺港新情勢」座談會
111.6.21 96,06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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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23 350,000                                  

27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暨世界新格局兩岸與臺

港關係論壇

111.7.5 70,000                                    

28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靜宜大學
港澳學生畢業歡送會活

動
111.08.08 30,000                                    

29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
「香港移交25周年觀

察」座談會
111.8.30 100,0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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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6

111.9.28
1,08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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