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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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 111.12.23 59,760                                  

6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中共「二十大」與習近

平執政十週年政策分析

學術研討會

111.8.12 118,500                                

7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中共「二十大」政治菁

英甄補：趨勢與挑戰研

討會

111.12.28 98,000                                  

8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二十大」後中國外交

戰略布局研討會
111.12.22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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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季止

單位:  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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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9 大陸委員會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2022中國局勢座談會 111.12.22 46,800                                  

10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

教基金會
訪歐智庫交流案 111.8.30 136,524                                

11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華民國當代日本研究

學會

2022年會暨「烏俄變局

與美中俄強權政治：新

變局下的日本研究與未

來」國際學術研討會

111.12.20 178,100                                

12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國政治學會

2022年會暨全球政經脫

鉤趨勢下的公共治理、

國際關係與風險分散策

略國際學術研討會

111.12.23 100,000                                

13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華民國高等政策研究

協會

2022年中共解放軍國際

研討會
111.12.22 342,000                                

14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國文化大學

「巨變中國：二十大與

中共的再集權化」國際

學術研討會

111.12.28 137,345                                

15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東海大學

2022年臺灣政治學會年

會暨國際新秩序與民主

治理的跨領域合作國際

學術研討會

111.12.3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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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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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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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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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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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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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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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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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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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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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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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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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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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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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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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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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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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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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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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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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32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東海大學
第二屆兩岸關係現勢與

挑戰青年營
111.3.8 118,700                                

33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社團法人經濟民主連合
2022年兩岸關係與中國

大陸識讀系列活動
111.6.23 690,000                                

34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

會

第八屆近現代漢傳佛教

論壇—近現代漢傳佛教

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111.10.24 80,000                                  

35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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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20 98,000                                  

36 大陸委員會 新竹縣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學會

辦理「中國不能出版的

好書」臺灣巡迴展暨社

群網站建置

110.12.30 86,163                                  

37 大陸委員會 金門縣 國立金門大學
2022輔導陸生留臺就學

暨各大學校交流參訪
111.11.15 283,030                                

38 大陸委員會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1 23,652                                  

39 大陸委員會 新竹市
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中華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7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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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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40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1 3,982                                    

41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國立臺北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19 8,466                                    

42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國科技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15 3,385                                    

43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輔仁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0.5 86,932                                  

44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0.5 4,500                                    

45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0.6 26,623                                  

46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0.19 76,000                                  

47 大陸委員會 桃園市 長庚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0.19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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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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48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0.25 168,640                                

49 大陸委員會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0.24 12,000                                  

50 大陸委員會 桃園市 國立體育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0.24 4,985                                    

51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世新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1.2 29,680                                  

52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銘傳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1.17 38,640                                  

53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1.17 13,000                                  

54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國文化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1.17 38,453                                  

55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1.22 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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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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56 大陸委員會 高雄市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

外語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1.25 9,440                                    

57 大陸委員會 高雄市 義守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1.25 8,000                                    

58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逢甲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12.1 45,975                                  

59 大陸委員會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7 2,429                                    

60 大陸委員會 高雄市 國立高雄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7 2,000                                    

61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15 29,429                                  

62 大陸委員會 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15 3,000                                    

63 大陸委員會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15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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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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64 大陸委員會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7.21 5,500                                    

65 大陸委員會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8.9 99,750                                  

66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淡江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8.9 77,500                                  

67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8.22 61,440                                  

68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補助大學校院為陸生購

買防疫物資
111.9.1 95,000                                  

69 大陸委員會 宜蘭縣 佛光大學

開設111年度上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4.14 43,491                                  

70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東海大學

開設111年度下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9.26 25,540                                  

71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淡江大學

開設111年度下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9.3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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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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72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開設111年度下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9.30 45,969                                  

73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淡江大學

開設111年度下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10.14 38,898                                  

74 大陸委員會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開設111年度下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10.19 50,000                                  

75 大陸委員會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開設111年度下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10.20 47,974                                  

76 大陸委員會 金門縣 國立金門大學

開設111年度下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10.19 49,700                                  

77 大陸委員會 金門縣 國立金門大學

開設111年度下半年「中

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

係」課程

111.10.27 26,134                                  

78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

基金會

寄贈「文訊」雜誌予中

國大陸文學、學術界人

士及研究單位

111.2.18 100,000                                

79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臺北市立大學

「111年台灣人權學刊計

畫」贈閱中國大陸相關

學術單位計畫

111.3.14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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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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80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111學年度臺灣文化教育

月「美食寶島、飄香崑

山」臺灣傳統美食體驗

活動計畫

111.10.26 320,000                                

81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補助辦理APP創作推廣活

動實施計畫
111.12.12 997,500                                

82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補助推動中小學自主學

習計畫
111.12.12 910,000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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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台北市東亞暨兩岸治理

協會

2023兩岸暨大陸經濟、

金融情勢前瞻論壇
111.12.28 62,438                                  

85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

業公會

2022大陸臺商高階主管

經營研習會
111.12.30 200,000                                

86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111年度「工商會務季

刊」
111.12.16 102,500                                

87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

心
臺商經營管理實務講座 111.12.28 23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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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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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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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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10 1,400,0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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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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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14 4,000,000                              

92 大陸委員會 臺中市 靜宜大學
港澳學生畢業歡送會活

動
111.8.8 30,00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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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華全國在台大專學生

聯合會

第27屆全台港澳學聯會

員大會
111.10.18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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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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95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世紀當代舞團 出口國際藝術節 111.11.18 150,000                                

96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攜手連心邁向美好」

活動
111.11.28 222,176                                

97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港澳移民留臺就業創

業」活動
111.12.15 133,749                                

98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台灣服務業聯盟協會

亞洲物流航運及空運會

議線上直播會議台灣與

會者圓桌論壇活動

111.12.29 55,000                                  

99 大陸委員會 新北市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中共二十大後兩岸暨

港澳關係前瞻」座談會
111.12.29 100,000                                

100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中華全國在台大專學生

聯合會

第28屆全台港澳學聯輪

到里了文化交流之旅
111.12.30 22,400                                  

101 大陸委員會 臺北市
社團法人台灣香港邊城

青年

2022年台港文化推廣活

動暨放映會計畫
111.7.4 221,841                                

102 大陸委員會 金門縣 國立金門大學
2022年第三屆金門和平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111.12.28 14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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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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截至第4季止

單位:  元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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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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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23-111.3.30
 154,272,22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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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21-111.2.25 1,377,284                              

106 大陸委員會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補助辦理兩岸人工智慧

法律研討會
111.12.19 80,000                                  

107 大陸委員會 桃園市 中華國土安全研究協會

補助辦理第18屆恐怖主

義與非傳統安全學術研

討會

111.12.21 79,900                                  

108 大陸委員會 桃園市 中央警察大學

補助辦理「2022年海洋

法與印太海上安全國際

研討會」

111.12.3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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