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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退休人員-技

工友
臺北市等 中秋節慰問金 吳寶玉等3人 105.09.21 6,000

本會退休人員-職

員
臺北市等 中秋節慰問金 彭淑宏等41人 105.09.07 82,000

淡江大學 新北市

2016年淡江戰略學派年會暨第

十二屆紀念鈕先鍾老師學術研

討會

論文印刷費 105.07.06 60,000

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市
兩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論壇-中

國大陸與世界對話
印製費 105.07.06 48,280

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市
「變遷中的兩岸關係與影響：

是機會還是挑戰？」研討會
印刷費（論文） 105.08.18 50,000

東吳大學 臺北市
「東亞區域的和平與市民社

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膳宿費、旅運費 105.09.22 89,279

中華兩岸文化經貿

交流協會
臺北市 2016年第三屆兩岸經濟論壇 業務費 105.07.14 100,000

台灣服務業聯盟協

會
臺北市

2016年第六屆海峽兩岸服務業

論壇
機票費 105.08.09 100,000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

力中心
新北市

大陸地區臺商經營管理實務講

座(105年上半年度)

人事費 (講座費用)、

差旅費(交通費、生活

費、辦公費)、業務費

(租金、印製費、郵電

費)、雜費

105.07.25 1,324,149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

基金會
臺北市

捐(補)助海基會辦理政府委託

業務(105年度4-6月)款項

辦理兩岸協商、服務與

交流活動及兩岸文書驗

證等事宜

105.07.01

-105.07.29
33,136,622

東吳大學 臺北市
2016年第14屆兩岸四地民法典

研討會

主持費、出席費、誤餐

費、茶點費、交通費等
105.07.06 80,000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新北市
接待「2016香港大學全球公民

交流團」來臺訪問
部分餐費 105.07.28 20,000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

文化合作策進會
臺北市 105年度4-6月份經費 人事及事務費 105.07.29 769,175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新北市 港澳輿情蒐集座談
機票費、膳宿費、資料

蒐集印製費等
105.08.01 93,539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新北市 第1季經常性經費 人事及事務費 105.08.02 350,0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服務基金會
臺北市

辦理2016大中華區兩岸三地身

心障礙者藝文交流活動
部分旅運費 105.08.11 40,000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新北市 第2季經常性經費 人事及事務費 105.08.30 350,000

中華全國在台港澳

大專學生聯合會
桃園市

辦理「第二十二屆全台港澳學

聯會員大會」

印刷費、郵費、文宣

費、住宿費、車資
105.09.29 30,000

中華國際經貿研究

學會
臺南市

2016國貿論壇暨兩岸校際模擬

商展競賽
部份印刷費 105.07.15 80,000

苗栗市建功國小 苗栗縣 105年度兩岸校際交流表演活動 部分交通費(機票) 105.07.21 50,000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捐)助經費一覽表

105年度第3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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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第3季

新北市體育總會 新北市
第四屆上海－新北龍舟文化交

流活動
部分場地佈置費 105.07.25 50,000

何歡劇團 臺北市
105年何歡劇團大陸南寧地區關

懷弱勢巡迴義演活動
部分機票費 105.07.06 40,000

社團法人生命勵樂

活輔健會
臺北市

赴中國大陸辦理2016年首屆海

峽盃國際健康照護「輪行無

礙」花樣競技運動暨文化交流

活動

部分膳宿費及交通費 105.07.12 120,000

財團法人桃園縣廣

藝基金會
桃園市

赴中國大陸演出「天天想你」

張雨生精典流行音樂劇
部分住宿費 105.07.13 50,000

中華救助總會 臺北市
2016年兩岸社區發展交流－大

陸社區建設參訪
部分膳宿費及租車費 105.08.01 100,000

財團法人聖嚴教育

基金會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第六屆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

討會：歷史想像與現代語境下

之漢傳佛教思想」研討會

部分機票費 105.08.02 40,000

國立中正大學 嘉義縣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第

22屆臺灣教育社會學論壇暨

2016年國際社會學會期中研討

會

部分膳宿費 105.08.10 24,800

國立臺東大學 臺東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6兩岸農村與偏鄉教育對話

之學術研討會

論文審查費 105.08.10 15,870

國立中正大學 嘉義縣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第

20屆亞太資訊系統年會

PACIS2016

活動場地佈置費 105.08.10 50,000

花蓮縣美術協會 花蓮縣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花

蓮縣美術協會40周年慶書畫藝

術展暨專輯出版

部分膳宿費 105.08.17 30,000

東海大學 臺中市
赴中國大陸參與華人社會變遷

比較研究兩岸三地研討會
部分機票費 105.08.18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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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與

文化傳承

部分膳宿費 105.09.02 80,000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
臺北市

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參加

2016第11屆兩岸菁英研究暨參

訪夏令營

部分課程鐘點費、講師

費及演講費、教材費、

手冊及海報製作費

105.09.14 100,000

世新大學 臺北市
2016第22屆海峽兩岸大學生新

聞營
部分住宿費 105.09.02 60,000

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市
2016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兩

岸學生作品交流計畫
部分膳宿費 105.08.02 35,900

中華傳播學會 新北市 騷動20創新啟航學術研討會 部分膳宿費 105.08.05 50,000

合計 （36件） 37,73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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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