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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中華發展基金年報

中華發展基金是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為推

民間資源，深入及擴大交流的效益。基金以2

動兩岸民間交流而設置的非營利性特種基金；

個方向推動兩岸交流：一是針對一般性質之兩

以結合民間力量，促進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為宗

岸交流活動，以補助方式予以支持，例如補助

旨。

兩岸學者專家赴彼岸講學或研究、獎助兩岸研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是本基金的主體，召

究生赴彼岸研究、協助在大陸地區出版臺灣學

集人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委員9

術著作等；另一是基金依據重點交流策略，主

名，遴聘有關機關及熟諳兩岸交流事務之學術

動規劃交流項目，以委辦方式協請民間團體辦

機關或文教、工商團體負責人擔任；本基金另

理，或與民間合辦。此類活動多屬經費龐大、

設置執行秘書1名，及企劃、會計、總務3組。

民間團體主動辦理意願不高，但對兩岸相互了

人民大學及寧波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師生來臺參訪，

管理會定期開會，負責策定、審議年度業務及

解有實質效益之活動，係基金最重要的業務之

圖為座談會進行情形。

基金保管、運用等事宜。

一。至於交流的範圍則包括學術、科技、教

■業務及目標
■ 宗旨與運作
兩岸人民日益頻繁的往來，兩岸文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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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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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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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致理技術學院於96年1月28日至2月3日邀請中國

■基金對兩岸交流的功能

予以協助、輔導，結束後進行檢討評估之下，

一、中華發展基金具有穩定兩岸交流之指標性

確實能深化交流效果。

功能
中華發展基金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管，

目前中華發展基金依下列3大政策目標來
補助臺灣大學於96年7月22至30日辦理海外服務學習

的需要，必須匯集各界力量，為兩岸交流締造

團－愛在廣西及臺大夢工廠，圖為臺大夢工廠始業

更為有利的環境。

式後合影。▼

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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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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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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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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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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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強化兩岸資訊交流：推動兩岸媒體從業人

正面的瞭解，卓有成效；在補助民間辦理交流

員互訪、舉辦新聞學術研討會及出版品的展覽

活動與促進兩岸學術交流及合作各項獎補助計

等活動。透過兩岸新聞媒體之交流，縮短兩岸

畫方面，申請案件數亦逐年成長，甚獲學界及

人民在思想觀念上的距離。

民間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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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度支出項目經費表（單位：新臺幣千元）

■ 支出部分
基金96年度共計支出66,680,345元，除少

項 目

實 支

比 重

說

明

委辦費

26,504

39.75%

委託辦理各項交流活動之用。

補助費

37,516

56.26%

補助及協助辦理各項交流活動之用。

配合計畫執行之服務費用

2,460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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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0.29%

基金委員兼職報酬。

8

0.01%

基金行政事務所需之郵電、印刷等雜項費用。

66,680

100%

部分之管理及人事費用外，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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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項目主動規劃，主要著眼於困難度高、規模
大、持續性，且非某一單位可獨立完成之交流
活動。本年度運用重點如下：
一、增進兩岸專業人士參訪及合作研究
補助兩岸學者專家互至彼岸講學或研究、
辦理「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壇」及「兩岸運

人事費
其他管理及總務費
合 計

動教育與運動醫學學術研討會」、邀請大陸華
南地區民辦高校、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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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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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95

96

預算
金額

實際
支出

電等交流活動，有效結合民間力量共同推動
二、推動兩岸青年學者及學生交流

交流，增進兩岸良性互動。共完成124案，金

邀請大陸青年學者及學生來臺參訪並舉辦

額23,331,748元，佔委辦及補助實支金額之

兩岸青年學者論壇及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委

36.44%。

託辦理兩岸大學生研習營及協助兩岸在學博、

研討、修習或資料蒐集等。共完成120案，金

補助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於96年6月8至9日辦理2007賽
博光廊：媒體、科技、美學之理論與應用兩岸學術
研討會，圖為研討會後合影。

30.10%。
備 註

41,778 75,318 64,739
因政府補助款遭
立法院決議全數
10,364 38,320 35,310
刪除，相關經費
均減少。
45,166 70,315 66,680

技、體育、宗教、少數民族、新聞、出版及廣

委辦及補助實支金額之20.41%。

額19,270,786元，佔委辦及補助實支金額之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收入
部分

補助辦理兩岸之學術、教育、藝文、科

參訪等。共完成66案，金額13,064,478元，佔

碩士研究生互至彼岸進行與撰寫論文有關之

最近3年度經費編列及收支情形

年度

五、結合民間共同推動兩岸交流

委託民間團體邀請大陸各領域之專業人士來臺

三、促進兩岸藝文交流
邀請大陸地區表演戲劇類師生來臺參加
「2007兩岸戲劇教育教學研討暨表演觀摩座
談」、邀請大陸暢銷文學作家來臺參訪座談
等。共完成3案，金額2,193,749元，佔委辦及
補助實支金額之3.43%。

四、加強兩岸資訊流通
辦理兩岸新聞報導獎、邀請大陸新聞人員
來臺進行專題採訪、邀請大陸華南地區民營書
店負責人來臺參訪、辦理兩岸廣播流行節目主
持人交流座談、兩岸法學期刊交流、獎助在大
陸地區出版之臺灣優良學術性圖書等。共完成
27案，金額6,159,300元，佔委辦及補助實支
金額之9.62%。

委託銘傳大學於96年11月8日辦理第十一屆兩岸新聞
報導獎及「兩岸交流20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圖為
陳召集人明通頒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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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度支出項目經費表（單位：新臺幣千元）

■ 支出部分
基金96年度共計支出66,680,345元，除少

項 目

實 支

比 重

說

明

委辦費

26,504

39.75%

委託辦理各項交流活動之用。

補助費

37,516

56.26%

補助及協助辦理各項交流活動之用。

配合計畫執行之服務費用

2,460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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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0.29%

基金委員兼職報酬。

8

0.01%

基金行政事務所需之郵電、印刷等雜項費用。

66,680

100%

部分之管理及人事費用外，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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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項目主動規劃，主要著眼於困難度高、規模
大、持續性，且非某一單位可獨立完成之交流
活動。本年度運用重點如下：
一、增進兩岸專業人士參訪及合作研究
補助兩岸學者專家互至彼岸講學或研究、
辦理「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壇」及「兩岸運

人事費
其他管理及總務費
合 計

動教育與運動醫學學術研討會」、邀請大陸華
南地區民辦高校、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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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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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95

96

預算
金額

實際
支出

電等交流活動，有效結合民間力量共同推動
二、推動兩岸青年學者及學生交流

交流，增進兩岸良性互動。共完成124案，金

邀請大陸青年學者及學生來臺參訪並舉辦

額23,331,748元，佔委辦及補助實支金額之

兩岸青年學者論壇及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委

36.44%。

託辦理兩岸大學生研習營及協助兩岸在學博、

研討、修習或資料蒐集等。共完成120案，金

補助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於96年6月8至9日辦理2007賽
博光廊：媒體、科技、美學之理論與應用兩岸學術
研討會，圖為研討會後合影。

30.10%。
備 註

41,778 75,318 64,739
因政府補助款遭
立法院決議全數
10,364 38,320 35,310
刪除，相關經費
均減少。
45,166 70,315 66,680

技、體育、宗教、少數民族、新聞、出版及廣

委辦及補助實支金額之20.41%。

額19,270,786元，佔委辦及補助實支金額之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收入
部分

補助辦理兩岸之學術、教育、藝文、科

參訪等。共完成66案，金額13,064,478元，佔

碩士研究生互至彼岸進行與撰寫論文有關之

最近3年度經費編列及收支情形

年度

五、結合民間共同推動兩岸交流

委託民間團體邀請大陸各領域之專業人士來臺

三、促進兩岸藝文交流
邀請大陸地區表演戲劇類師生來臺參加
「2007兩岸戲劇教育教學研討暨表演觀摩座
談」、邀請大陸暢銷文學作家來臺參訪座談
等。共完成3案，金額2,193,749元，佔委辦及
補助實支金額之3.43%。

四、加強兩岸資訊流通
辦理兩岸新聞報導獎、邀請大陸新聞人員
來臺進行專題採訪、邀請大陸華南地區民營書
店負責人來臺參訪、辦理兩岸廣播流行節目主
持人交流座談、兩岸法學期刊交流、獎助在大
陸地區出版之臺灣優良學術性圖書等。共完成
27案，金額6,159,300元，佔委辦及補助實支
金額之9.62%。

委託銘傳大學於96年11月8日辦理第十一屆兩岸新聞
報導獎及「兩岸交流20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圖為
陳召集人明通頒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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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流活動，除進行研討、座談外，

動，期產生共識與互信，成為帶動發展政治、

也安排參訪相關企業、學術單位及文教機構，

經濟、社會交流的基礎。

活動範圍涵蓋自然與人文、社會與文化，兼具

二、邀請大陸民辦學校校長來臺參訪

知性與感性，促使渠等實地體驗與感受臺灣社

大陸民辦學校與我交流機會較少，為加強

會生活與風土人情，並對臺灣的社會發展現況

兩岸教育交流深度與廣度，使大陸民辦學校教

有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本年度兩岸大學生研

育工作者亦有機會來臺參訪，並展現我教育制

習營，除主題性（社工、新聞傳播、法律、財

度及推動教育改革的成效，本年度邀請大陸華

經）的研習活動外，並結合相關部會資源，與
臺北101大樓合作，安排兩岸學生參加11月25
日舉辦的「2007臺北101國際登高賽」－兩岸

委託中華青年交流協會於96年10月29日至11月7日

議題研討及實地觀摩活動，分享兩岸民辦教育

訪，圖為參訪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合影。

之理念與經驗，期助彼岸教育工作者瞭解臺灣
教育改革之理念，進而對大陸民辦教育辦學品

該項活動除為兩岸青年學生寫下超越自我、體

大學生新媒體人研習營，圖為惜別晚會合影。

質產生啟發性之影響。

能極限的紀錄外，亦展現我政府重視兩岸青年

本年度獎助72位大陸研究生來臺及46位研

交流成效並加深大陸人士對我民間充沛活力之

究生赴大陸研究，對增進兩岸青年資訊流通、

認識。

瞭解彼此社會的差異及培養更多元的思考能力

本會推動的兩岸青年交流，除了主題性的

等方面，有極大的助益。本會另委託國內各大

短期參訪活動外，亦鼓勵較長期、深入的研究

學邀請大陸地區法律系所約90位博、碩士研究

活動。為擴大交流效益，本年度本會結合民間

生來臺進行2個月的研習活動，對促進大陸青年

資源，獲得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財

菁英瞭解臺灣民主法制的實際運作情形，亦有

團法人宗倬章先生教育基金會及財團法人上海

相當的助益。

商業儲蓄銀行文教基金會等團體贊助大陸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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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來臺進行研究。

■ 促進兩岸學術及科技交流

補助臺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於96年11月25日辦

歸納過去推動兩岸學術交流的經驗，文教

理2007奔向101讓夢想起飛－臺北101登高大賽，圖

交流是當前中國大陸知識菁英認識臺灣的最主

多元社會及歷史人文之瞭解，透過規劃多元化

為兩岸青年菁英組團體總冠軍國立臺北大學。▼

流，深化兩岸青年交流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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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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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梯
次兩岸高中生夏令營等一系列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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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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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邀請河南省中小學校長來臺交流，
兩岸中小學校長透過共同關心的教育課題，交
換辦學理念，探討未來教育發展與面臨的挑
戰，並透過多元參訪交流，實地瞭解雙方教育
異同、特長及臺灣民主自由多元的社會風貌。

一、深化兩岸學術交流

為增進大陸青年對臺灣民主政治、自由經濟、

活動與創新主題等方向，推動兩岸優質青年交

南地區民辦高校、中小學校長來臺交流，藉由

邀請大陸重點大學學者來臺研討教育法制議題暨參

青年菁英組活動，計有180名兩岸學生參賽。

委託世新大學於96年11月21至30日辦理2007兩岸



要管道。知識菁英在民間社會具有引領思潮，
帶領公民意見的作用，對政府的社會基礎有直
接的影響。本年度以強化兩岸學術交流深度，
舉辦「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為規劃方向，邀請
大陸華南地區重點大學經濟、教育及傳播領域
專業之學者專家來臺參訪，兩岸學者就建構良
性媒體競爭環境、兩岸經濟發展及高等教育法

補助國立政治大學於96年5月1日至6月30日邀請大陸

制改革等相關議題進行研討，透過學術界的互

地區法律系所學生來臺研習，圖為歡迎會進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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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流活動，除進行研討、座談外，

動，期產生共識與互信，成為帶動發展政治、

也安排參訪相關企業、學術單位及文教機構，

經濟、社會交流的基礎。

活動範圍涵蓋自然與人文、社會與文化，兼具

二、邀請大陸民辦學校校長來臺參訪

知性與感性，促使渠等實地體驗與感受臺灣社

大陸民辦學校與我交流機會較少，為加強

會生活與風土人情，並對臺灣的社會發展現況

兩岸教育交流深度與廣度，使大陸民辦學校教

有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本年度兩岸大學生研

育工作者亦有機會來臺參訪，並展現我教育制

習營，除主題性（社工、新聞傳播、法律、財

度及推動教育改革的成效，本年度邀請大陸華

經）的研習活動外，並結合相關部會資源，與
臺北101大樓合作，安排兩岸學生參加11月25
日舉辦的「2007臺北101國際登高賽」－兩岸

委託中華青年交流協會於96年10月29日至11月7日

議題研討及實地觀摩活動，分享兩岸民辦教育

訪，圖為參訪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合影。

之理念與經驗，期助彼岸教育工作者瞭解臺灣
教育改革之理念，進而對大陸民辦教育辦學品

該項活動除為兩岸青年學生寫下超越自我、體

大學生新媒體人研習營，圖為惜別晚會合影。

質產生啟發性之影響。

能極限的紀錄外，亦展現我政府重視兩岸青年

本年度獎助72位大陸研究生來臺及46位研

交流成效並加深大陸人士對我民間充沛活力之

究生赴大陸研究，對增進兩岸青年資訊流通、

認識。

瞭解彼此社會的差異及培養更多元的思考能力

本會推動的兩岸青年交流，除了主題性的

等方面，有極大的助益。本會另委託國內各大

短期參訪活動外，亦鼓勵較長期、深入的研究

學邀請大陸地區法律系所約90位博、碩士研究

活動。為擴大交流效益，本年度本會結合民間

生來臺進行2個月的研習活動，對促進大陸青年

資源，獲得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財

菁英瞭解臺灣民主法制的實際運作情形，亦有

團法人宗倬章先生教育基金會及財團法人上海

相當的助益。

商業儲蓄銀行文教基金會等團體贊助大陸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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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來臺進行研究。

■ 促進兩岸學術及科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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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過去推動兩岸學術交流的經驗，文教

理2007奔向101讓夢想起飛－臺北101登高大賽，圖

交流是當前中國大陸知識菁英認識臺灣的最主

多元社會及歷史人文之瞭解，透過規劃多元化

為兩岸青年菁英組團體總冠軍國立臺北大學。▼

流，深化兩岸青年交流效益。本年度賡續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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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學生、高中生，分別委託民間團體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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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校園論壇、4梯次兩岸大學生研習營及3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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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惟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城鄉差距大，內
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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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邀請河南省中小學校長來臺交流，
兩岸中小學校長透過共同關心的教育課題，交
換辦學理念，探討未來教育發展與面臨的挑
戰，並透過多元參訪交流，實地瞭解雙方教育
異同、特長及臺灣民主自由多元的社會風貌。

一、深化兩岸學術交流

為增進大陸青年對臺灣民主政治、自由經濟、

活動與創新主題等方向，推動兩岸優質青年交

南地區民辦高校、中小學校長來臺交流，藉由

邀請大陸重點大學學者來臺研討教育法制議題暨參

青年菁英組活動，計有180名兩岸學生參賽。

委託世新大學於96年11月21至30日辦理2007兩岸



要管道。知識菁英在民間社會具有引領思潮，
帶領公民意見的作用，對政府的社會基礎有直
接的影響。本年度以強化兩岸學術交流深度，
舉辦「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為規劃方向，邀請
大陸華南地區重點大學經濟、教育及傳播領域
專業之學者專家來臺參訪，兩岸學者就建構良
性媒體競爭環境、兩岸經濟發展及高等教育法

補助國立政治大學於96年5月1日至6月30日邀請大陸

制改革等相關議題進行研討，透過學術界的互

地區法律系所學生來臺研習，圖為歡迎會進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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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兩岸藝文及宗教交流

為促進兩岸在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課題
一、邀請大陸暢銷文學作家來臺參訪座談

的交流，委託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辦理

為瞭解大陸大眾文化現況與發展，並促使

「2007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壇」活動，邀

大陸文學暢銷作家對我社會及人民有深入的認

請大陸北京、河北、廈門、廣東、重慶等11個

識，發揮再宣傳的作用，委託印刻文學生活雜

環保團體人員共12人來臺參加論壇及參訪。活

誌社有限公司辦理「兩岸大眾文化交流—邀請

動中分別辦理5場論壇，主題為農業發展、生

大陸文學暢銷作家來臺參訪」，邀請文匯社社

物多樣性、企業社會責任、環境教育、永續水
資源。透過論壇及實際參訪與臺灣在地團體及
長期投入該議題之專家進行交流，大陸環保團

委託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於96年8月6至15日

長、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上海大學

辦理2007年壯志驕陽-兩岸青少年志工學習營，圖為

中文系教授等7位作家來臺進行座談及參訪等活

參訪關渡自然公園合影。

動。座談議題有：兩岸文學創作與出版經驗分

體成員除與臺灣多個環保團體面對面的接觸，
並實地參觀臺灣環保設施及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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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文學作品的文學性與市場價值、主題創作
財經大學體育經濟與管理學院、成都體育學院
等專家學者共7名來臺參加研討會及參訪活動。
研討會邀請國內運動教育相關領域學者專家，

四、辦理兩岸運動教育與運動醫學學術研討會

與大陸學者共同探討進行專題報告與討論，並

為強化兩岸體育學術交流，本會委託中華

安排參訪體育院校及相關訓練基地，促使大陸

民國運動傷害防護協會辦理兩岸運動教育與運

來訪人士對於臺灣運動教育及運動防護學術相

動醫學學術研討會，邀請北京體育大學、中國

關發展情形更為瞭解。

的文學自省及文化展望等，座談中並安排臺灣
大學、東海大學及成功大學師生參與討論，與

補助張寄蝶老師於96年4月23日至6月21日來臺講授
崑曲藝術「崑曲的未來與傳承」課程，圖為教學情
形。

大陸作家分享兩岸文學創作經驗，共同探討當
代文學發展相關專業議題及兩岸間的差異，藉
活動議題激發新意念，來臺大陸作家亦將相關

二、邀請大陸文化創意產業產官學界來臺參訪

議題延伸至大陸進行研討，持續發酵，更提升

座談

了本項交流活動之專業性、延續性及發展性。

為使臺灣在創意文化上取得發言權與主導
性，並促使大陸在文化上走向更多元、開放的
道路，本會重點補助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
會辦理「2007年大陸文化創意產業專業人士
交流活動」，邀請大陸文化部文化產業司、華
中師範大學、中國文化報文化產業部、桂林廣
維文華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司、湖南宏夢卡通
傳播有限公司等官員、學者及專業經理人共12
人來臺進行座談及參訪等活動。活動包括召開
「2007兩岸文化創意產業趨勢論壇」、參觀

委託社團法人臺灣環

2007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展覽會及相關具代表性

境資訊協會於96年9

產業等，瞭解兩岸文化產業最新發展概況、特

月7至16日邀請大陸

色及臺灣文化多元活潑的內涵。來訪大陸人士

新聞人員來臺專題採
訪環保團體發展，圖

補助水田部落工作室於96年7月13至15日辦理上海草

對我具文化創意之產業聚群及創意文化所呈現

為參訪七股黑面琵鷺

臺班劇團《狂人故事》演出計畫，圖為演出情形。

之人文素養，印象深刻。

保育管理中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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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辦第11屆兩岸新聞報導獎暨「兩岸交流

五、辦理「兩岸廣播流行節目主持人交流座

20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談」活動

兩岸天主教教會間良性交流奠定基礎，委託財

為促進兩岸資訊優質交流，於本年度委託

本年度委託大眾廣播公司辦理「兩岸廣播

團法人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組團赴大陸天

銘傳大學辦理「第11屆兩岸新聞報導獎」活

流行節目主持人交流座談」活動，邀請大陸中

主教會參訪。本次活動團員包括臺灣5個教區之

動，計有115件作品參賽，就電視新聞、電視

央人民廣播電臺音樂之聲，以及蘇州、濟南、

神父、教會組織之修女及主教團相關人員等共

專題、廣播新聞、廣播專題、報紙新聞、報紙

深圳、上海等地區廣播電臺流行節目主持人一

12人。赴大陸行程主要包括拜訪北京北、南、

專題、雜誌及新聞攝影等8組，評選24件入圍

行14人來臺，針對「流行廣播電臺聽眾文化分

東、西堂、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上海徐家匯

作品，並於11月8日舉行頒獎典禮。同時邀請

析」、「廣播流行節目製播環境探討」等議題

天主堂、佘山上海教區神哲學院等組織，行程

中國時報林聖芬社長、聯合晚報項國寧社長、

進行多場座談，不但可使來臺的大陸廣播專業

中除在相關教堂舉行彌撒聖祭，並進行靈修專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邱坤玄所長、臺灣民

人士體認到臺灣廣播流行節目充滿創意、活力

題演講，不僅促使我方實際瞭解大陸神職人員

主基金會董立文副執行長等學者專家，分別從

與開放的行銷與製播情形，亦有助於我方瞭解

委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於96年10月31日至11月8日

培育、教會資訊發展及管控等情形，並傳遞臺

兩岸交流歷程、當前兩岸關係的困境與機遇、

大陸廣播流行節目製播環境與現況，對於兩岸

辦理2007兩岸戲劇教育教學研討暨表演觀摩座談活

灣宗教各教派的理念及發展經驗供大陸參考，

兩岸關係未來走向及兩岸新聞交流前景等方面

廣播專業交流具有實質助益。

甚具交流意義。

作了廣泛的探討及意見交換。

動，圖為教學活動情形。

六、辦理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三、辦理「雜誌在大陸地區寄贈活動郵資補助」

為加強推動兩岸法學交流，提升學術機

為促進兩岸資訊流通，加強大陸民眾對臺

構研究兩岸法制之風氣及增進對兩岸法制之認

灣地區之認識，本年度補助在臺灣地區定期出

識，本會自87年起辦理「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

為增進兩岸從事表演藝術教育知識菁英經

版之「天下」、「文訊」2本雜誌，辦理寄贈

流計畫」，本年度共15所大學參與本計畫，計

驗交流，推介臺灣多元自由藝術創意特色，委

大陸地區贈閱活動。透過圖文傳播臺灣多元社

寄送大陸及港澳地區40所重點大學法律系所、

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辦理「2007兩岸戲劇教育

會、民主發展相關資訊，對於反應臺灣社會多

研究機構及司法機關，約4,300冊，本活動舉辦

元特色及發展經驗極有助益。

迄今，對於促進兩岸法學交流之良性發展，已

三、邀請大陸表演戲劇類師生來臺參訪觀摩座
談及專業研討

教學研討暨表演觀摩座談」活動，邀請大陸上

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於96年

海、雲南、山東等地戲劇學院表演系及導演系

11月29日至12月8日辦理2007兩岸天主教交流，

教授及學生等共10人來臺進行觀摩研討及參訪

圖為團員於北京教區神哲學院做彌撒情形。

等活動。活動分為工作坊及研討會二部分，兩
岸師生展現表演及導演教學方式的差異性，在
工作坊的互動中，並激發肢體表演創意；研討

■ 活絡兩岸資訊流通
一、邀請大陸媒體來臺專題採訪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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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正面積極之作用，並獲得大陸地區之熱絡
回響及帶動其他形式之各種法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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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95年度開

委託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於96年11月25日至12月4

始試辦補助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日辦理兩岸廣播流行節目主持人交流座談，圖為參
訪國家廣播文物館合影。▼

會探討主題在於戲劇教學理論、兩岸戲劇教育

為強化兩岸新聞交流，委託民間團體分別

活動。本年度補助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銘

現況及發展差異等，我方在表演教學上重視創

邀請北京、福建、上海、廣東、四川等地媒體

傳大學傳播學院、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暨傳播學

新，大陸強調系統性及基本訓練，對於表演藝

人來臺進行環保團體發展、中部市政建設及南

院辦理5梯次共60名大陸大傳研究生來臺前往

術的整體認識及全面推廣上兩岸亦有所差別。

部市政建設等主題之專題採訪，共計來訪3團

相關媒體機構實習及參訪。來臺2個月期間，不

另安排來訪大陸人士親身感受我戲劇演出環境

28人。來臺期間與我相關媒體人員交流互動，

但使渠等對於臺灣新聞傳媒自由開放的風氣與

的氛圍及戲劇演出者精湛的演出，體認臺灣藝

並參觀相關主題景點，對增進我資訊向大陸流

環境有深刻認識，亦有助於兩岸大傳領域青年

術創作的活潑、多元及創造力。

通、兩岸新聞人員之交流，甚有助益。

學生之實質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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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2007兩岸天主教交流活動
為增進兩岸天主教教會彼此間之瞭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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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辦第11屆兩岸新聞報導獎暨「兩岸交流

五、辦理「兩岸廣播流行節目主持人交流座

20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談」活動

兩岸天主教教會間良性交流奠定基礎，委託財

為促進兩岸資訊優質交流，於本年度委託

本年度委託大眾廣播公司辦理「兩岸廣播

團法人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組團赴大陸天

銘傳大學辦理「第11屆兩岸新聞報導獎」活

流行節目主持人交流座談」活動，邀請大陸中

主教會參訪。本次活動團員包括臺灣5個教區之

動，計有115件作品參賽，就電視新聞、電視

央人民廣播電臺音樂之聲，以及蘇州、濟南、

神父、教會組織之修女及主教團相關人員等共

專題、廣播新聞、廣播專題、報紙新聞、報紙

深圳、上海等地區廣播電臺流行節目主持人一

12人。赴大陸行程主要包括拜訪北京北、南、

專題、雜誌及新聞攝影等8組，評選24件入圍

行14人來臺，針對「流行廣播電臺聽眾文化分

東、西堂、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上海徐家匯

作品，並於11月8日舉行頒獎典禮。同時邀請

析」、「廣播流行節目製播環境探討」等議題

天主堂、佘山上海教區神哲學院等組織，行程

中國時報林聖芬社長、聯合晚報項國寧社長、

進行多場座談，不但可使來臺的大陸廣播專業

中除在相關教堂舉行彌撒聖祭，並進行靈修專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邱坤玄所長、臺灣民

人士體認到臺灣廣播流行節目充滿創意、活力

題演講，不僅促使我方實際瞭解大陸神職人員

主基金會董立文副執行長等學者專家，分別從

與開放的行銷與製播情形，亦有助於我方瞭解

委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於96年10月31日至11月8日

培育、教會資訊發展及管控等情形，並傳遞臺

兩岸交流歷程、當前兩岸關係的困境與機遇、

大陸廣播流行節目製播環境與現況，對於兩岸

辦理2007兩岸戲劇教育教學研討暨表演觀摩座談活

灣宗教各教派的理念及發展經驗供大陸參考，

兩岸關係未來走向及兩岸新聞交流前景等方面

廣播專業交流具有實質助益。

甚具交流意義。

作了廣泛的探討及意見交換。

動，圖為教學活動情形。

六、辦理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三、辦理「雜誌在大陸地區寄贈活動郵資補助」

為加強推動兩岸法學交流，提升學術機

為促進兩岸資訊流通，加強大陸民眾對臺

構研究兩岸法制之風氣及增進對兩岸法制之認

灣地區之認識，本年度補助在臺灣地區定期出

識，本會自87年起辦理「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

為增進兩岸從事表演藝術教育知識菁英經

版之「天下」、「文訊」2本雜誌，辦理寄贈

流計畫」，本年度共15所大學參與本計畫，計

驗交流，推介臺灣多元自由藝術創意特色，委

大陸地區贈閱活動。透過圖文傳播臺灣多元社

寄送大陸及港澳地區40所重點大學法律系所、

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辦理「2007兩岸戲劇教育

會、民主發展相關資訊，對於反應臺灣社會多

研究機構及司法機關，約4,300冊，本活動舉辦

元特色及發展經驗極有助益。

迄今，對於促進兩岸法學交流之良性發展，已

三、邀請大陸表演戲劇類師生來臺參訪觀摩座
談及專業研討

教學研討暨表演觀摩座談」活動，邀請大陸上

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於96年

海、雲南、山東等地戲劇學院表演系及導演系

11月29日至12月8日辦理2007兩岸天主教交流，

教授及學生等共10人來臺進行觀摩研討及參訪

圖為團員於北京教區神哲學院做彌撒情形。

等活動。活動分為工作坊及研討會二部分，兩
岸師生展現表演及導演教學方式的差異性，在
工作坊的互動中，並激發肢體表演創意；研討

■ 活絡兩岸資訊流通
一、邀請大陸媒體來臺專題採訪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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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正面積極之作用，並獲得大陸地區之熱絡
回響及帶動其他形式之各種法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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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95年度開

委託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於96年11月25日至12月4

始試辦補助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日辦理兩岸廣播流行節目主持人交流座談，圖為參
訪國家廣播文物館合影。▼

會探討主題在於戲劇教學理論、兩岸戲劇教育

為強化兩岸新聞交流，委託民間團體分別

活動。本年度補助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銘

現況及發展差異等，我方在表演教學上重視創

邀請北京、福建、上海、廣東、四川等地媒體

傳大學傳播學院、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暨傳播學

新，大陸強調系統性及基本訓練，對於表演藝

人來臺進行環保團體發展、中部市政建設及南

院辦理5梯次共60名大陸大傳研究生來臺前往

術的整體認識及全面推廣上兩岸亦有所差別。

部市政建設等主題之專題採訪，共計來訪3團

相關媒體機構實習及參訪。來臺2個月期間，不

另安排來訪大陸人士親身感受我戲劇演出環境

28人。來臺期間與我相關媒體人員交流互動，

但使渠等對於臺灣新聞傳媒自由開放的風氣與

的氛圍及戲劇演出者精湛的演出，體認臺灣藝

並參觀相關主題景點，對增進我資訊向大陸流

環境有深刻認識，亦有助於兩岸大傳領域青年

術創作的活潑、多元及創造力。

通、兩岸新聞人員之交流，甚有助益。

學生之實質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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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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鑒於傳播媒體與法律系統在社會發展
的重要性，傳播人才與法律人才應給予特別重
視，下年度將持續推動大陸大傳及法律類科研
究生來臺研習，預計辦理15梯次，邀請150位大
陸研究生來臺研習2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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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中國文化大學於96年9月30日至10月9日邀請大陸民辦高校負責人來訪研討。
左圖為圓桌論壇合影。右圖為研討會進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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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化兩岸青年交流效應

等均已形成較具制度化、透明化的運作方式，

■ 深化兩岸宗教交流效果

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有賴年輕一代的關注

值得大陸方面借鏡。為增進兩岸高等教育交

為促進兩岸宗教雙向交流，並透過宗教

與力量挹注，透過交流讓彼岸未來在社會或政

流，下年度本會已規劃邀請大陸華中、西南地

資訊的傳遞、經典的詮釋、人員的交流，讓大

治、學術領域中的菁英份子，得親身體驗臺灣民

區民辦高校校長、副校長來臺交流，藉由議題

陸人士感受到臺灣宗教信仰自由情境，進而產

主、自由的經驗，並藉由交流及溝通的機會，促

研討及實地觀摩活動，增進兩岸高教工作者分

生影響，未來本會將持續辦理邀請大陸宗教領

進兩岸青年相互瞭解，體驗不同成長經驗，建立

享提升高等教育之理念與經驗，期助彼岸高等

域具影響力之人士來臺交流，體認臺灣各類宗

資訊流通，進而縮短兩岸長期以來所存在意識型

教育工作者瞭解臺灣教育改革之理念、自由民

教、宗教志業的發展運作情形及對臺灣社會所

態的差距，增加彼此理性探討的空間。

主多元的社會，進而對大陸民辦高等教育辦學

發揮的作用，感受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帶動大

品質產生啟發性之影響。

陸地區的宗教自由、宗教團體的發展；並持續

本會97年度將持續加強推動兩岸青年優

大學生研習營、高中生夏令營，以大陸華中、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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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個梯次兩岸青年

藝術家駐村、藝術創作與文化產業發展研討會等
活動，邀請大陸文化創意產業人才來臺，對臺灣
文化多元、創意及活力的社會價值與民主風氣，
有深入的認識及瞭解，促進兩岸現代藝術和文化
創意產業的互動，進一步豐富兩岸的文化創意產
業的發展內涵，達成良性交流的目的。

■ 促進兩岸資訊對等流通

推動兩岸宗教學術交流，促使兩岸從事宗教學

為平衡兩岸新聞資訊流通之落差，增進大

補助華東臺商子女學校於96年6月10至17日辦理海峽

術研究之知識菁英進行理念溝通，分享彼此學

陸民眾對臺灣之認識，未來仍將規劃辦理邀請

兩岸學術教育交流活動，圖為參訪淡水漁人碼頭合

術研究成果。

大陸地區新聞人員來臺進行專題採訪，同時將

質交流活動，建構雙方溝通管道及共識，規劃
推動之青年交流活動包括：研究生校園論壇、

予新的生命。未來本會將推動兩岸網路作家、

影。▼

賡續支持兩岸廣電出版交流活動，以期兩岸媒

■ 加強兩岸文化創意交流

體達到「資訊共享、傳播互通」之雙贏局面。

交流活動，並為擴大參與對象，兩岸大學生研

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已經發展出彼此不同的

除了持續辦理傳統的兩岸大眾傳播領域之交流

習營擬增加香港學生，以增進兩岸三地學生交

優勢條件，大陸的競爭優勢在於其逐漸形成的

活動外，對於大陸新興媒體之接觸及兩岸大眾

流。活動內容透過主題創新，結合相關部會資

龐大產業體，而臺灣的優勢則在於逐漸成熟的

文化之交流，也將積極規劃辦理。此外，亦將

源，與民間團體合作，並配合我全國各地辦理

風格社會，各類文化從業人員將傳統的文化元

因應策略需求，設定大陸重點交流地域，期能

之文化活動或青年相關活動，期透過自然接觸

素透過新興多元的表現、表演、傳達方式，創

突出重點，並從多面向的管道切入，有效增進

互動及深入各階層民間，來體認臺灣蓬勃的社

造出不同以往的附加價值，為傳統文化產品賦

兩岸資訊的對等流通。

2007 中華發展基金年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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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鑒於傳播媒體與法律系統在社會發展
的重要性，傳播人才與法律人才應給予特別重
視，下年度將持續推動大陸大傳及法律類科研
究生來臺研習，預計辦理15梯次，邀請150位大
陸研究生來臺研習2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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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中國文化大學於96年9月30日至10月9日邀請大陸民辦高校負責人來訪研討。
左圖為圓桌論壇合影。右圖為研討會進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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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化兩岸青年交流效應

等均已形成較具制度化、透明化的運作方式，

■ 深化兩岸宗教交流效果

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有賴年輕一代的關注

值得大陸方面借鏡。為增進兩岸高等教育交

為促進兩岸宗教雙向交流，並透過宗教

與力量挹注，透過交流讓彼岸未來在社會或政

流，下年度本會已規劃邀請大陸華中、西南地

資訊的傳遞、經典的詮釋、人員的交流，讓大

治、學術領域中的菁英份子，得親身體驗臺灣民

區民辦高校校長、副校長來臺交流，藉由議題

陸人士感受到臺灣宗教信仰自由情境，進而產

主、自由的經驗，並藉由交流及溝通的機會，促

研討及實地觀摩活動，增進兩岸高教工作者分

生影響，未來本會將持續辦理邀請大陸宗教領

進兩岸青年相互瞭解，體驗不同成長經驗，建立

享提升高等教育之理念與經驗，期助彼岸高等

域具影響力之人士來臺交流，體認臺灣各類宗

資訊流通，進而縮短兩岸長期以來所存在意識型

教育工作者瞭解臺灣教育改革之理念、自由民

教、宗教志業的發展運作情形及對臺灣社會所

態的差距，增加彼此理性探討的空間。

主多元的社會，進而對大陸民辦高等教育辦學

發揮的作用，感受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帶動大

品質產生啟發性之影響。

陸地區的宗教自由、宗教團體的發展；並持續

本會97年度將持續加強推動兩岸青年優

大學生研習營、高中生夏令營，以大陸華中、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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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個梯次兩岸青年

藝術家駐村、藝術創作與文化產業發展研討會等
活動，邀請大陸文化創意產業人才來臺，對臺灣
文化多元、創意及活力的社會價值與民主風氣，
有深入的認識及瞭解，促進兩岸現代藝術和文化
創意產業的互動，進一步豐富兩岸的文化創意產
業的發展內涵，達成良性交流的目的。

■ 促進兩岸資訊對等流通

推動兩岸宗教學術交流，促使兩岸從事宗教學

為平衡兩岸新聞資訊流通之落差，增進大

補助華東臺商子女學校於96年6月10至17日辦理海峽

術研究之知識菁英進行理念溝通，分享彼此學

陸民眾對臺灣之認識，未來仍將規劃辦理邀請

兩岸學術教育交流活動，圖為參訪淡水漁人碼頭合

術研究成果。

大陸地區新聞人員來臺進行專題採訪，同時將

質交流活動，建構雙方溝通管道及共識，規劃
推動之青年交流活動包括：研究生校園論壇、

予新的生命。未來本會將推動兩岸網路作家、

影。▼

賡續支持兩岸廣電出版交流活動，以期兩岸媒

■ 加強兩岸文化創意交流

體達到「資訊共享、傳播互通」之雙贏局面。

交流活動，並為擴大參與對象，兩岸大學生研

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已經發展出彼此不同的

除了持續辦理傳統的兩岸大眾傳播領域之交流

習營擬增加香港學生，以增進兩岸三地學生交

優勢條件，大陸的競爭優勢在於其逐漸形成的

活動外，對於大陸新興媒體之接觸及兩岸大眾

流。活動內容透過主題創新，結合相關部會資

龐大產業體，而臺灣的優勢則在於逐漸成熟的

文化之交流，也將積極規劃辦理。此外，亦將

源，與民間團體合作，並配合我全國各地辦理

風格社會，各類文化從業人員將傳統的文化元

因應策略需求，設定大陸重點交流地域，期能

之文化活動或青年相關活動，期透過自然接觸

素透過新興多元的表現、表演、傳達方式，創

突出重點，並從多面向的管道切入，有效增進

互動及深入各階層民間，來體認臺灣蓬勃的社

造出不同以往的附加價值，為傳統文化產品賦

兩岸資訊的對等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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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委員名單

第七屆委員 （任期95年1月15日至97年1月14日）

第八屆委員（任期97年1月15日至99年1月14日）

■ 召集人

■ 召集人

陳明通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96年4月12日起）

■ 副召集人
游盈隆

陳明通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 副召集人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特任副主任委員

■ 委員

游盈隆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特任副主任委員

■ 委員

童振源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95年9月13日起）

童振源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吳靜吉

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吳靜吉

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莊芳榮

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理事長

莊芳榮

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理事長

林曼麗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蕭全政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胡元輝

公共電視總經理

胡元輝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奧運辦公室顧問

鄭自隆

廣電基金董事長

鄭自隆

廣電基金董事長

簡志忠

圓神出版社董事長

簡志忠

圓神出版社董事長

鄭文燦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96年10月4日起）

孫起明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處長

張月女

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編審（96年9月6日起）

張育珍

行政院主計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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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委員名單

第七屆委員 （任期95年1月15日至97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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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

■ 召集人

陳明通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96年4月12日起）

■ 副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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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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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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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靜吉

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吳靜吉

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莊芳榮

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理事長

莊芳榮

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理事長

林曼麗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蕭全政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胡元輝

公共電視總經理

胡元輝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奧運辦公室顧問

鄭自隆

廣電基金董事長

鄭自隆

廣電基金董事長

簡志忠

圓神出版社董事長

簡志忠

圓神出版社董事長

鄭文燦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96年10月4日起）

孫起明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處長

張月女

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編審（96年9月6日起）

張育珍

行政院主計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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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委託辦理交流業務
■ 兩岸學術教育交流活動
承辦單位

1

2

3

4

臺灣亞洲民主資源
協會

■ 兩岸高中生及大學生研習營
活

動

名

稱

邀請大陸河南省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活動：新密市
第一高級中學、鄭州市第五中學、鄭州市第十二中
學、鄭州市第一○○中學、鄭州市第一○三中學、
滎陽市高級中學、新鄭市新華路小學、鄭州市二七
區隴西小學等9位校長及副校長

中國文化大學（推
廣教育部）

邀請大陸民辦高校（私立大學）負責人來訪研討：
仰恩大學、集美大學、廣東白雲學院、廣東培正學
院、廣西東方外語職業學院、肇慶科技職業技術學
院、肇慶學院教育中心、華聯學院、廈門華廈職業
學院、廈門南洋學院、廣州華南商貿職業學院、邕
江大學等14位副校長、院長及副院長

中華民國木鐸學社

邀請大陸民辦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活動：福州三牧
中學、上杭縣實驗中學、廈門市外來員工子弟學
校、福州勵志中學、福州華南實驗中學、廣西教育
廳職業與成人教育處、廣州華美英語實驗學校、佛
山市南海實驗中學、華南師範大學中山附屬小學等
18位校長及副校長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邀請大陸重點大學學者來臺研討教育法制議題暨參
訪：廈門大學、福州大學、華僑大學、福建師範大
學、福建農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廣西大學、廣
西師範大學、華南熱帶農業大學、福建省教育科學
研究所、泉州經貿學院等12位教授及副教授

辦理時間

960930~1009

1

2

活

動

名

稱

中華公共事務管理
學會

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兩岸經濟現代化發展之比較
分析：邀請華僑大學、廈門大學、福建師範大學、
暨南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僑大學、海南大學、
中山大學等12位師生來臺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經濟類：邀請廣州中山大學、
廈門大學、四川大學、西南財經大學等13位教授及
副教授來臺

3

財團法人真善美基
金會

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兩岸社會現代化發展之比較
分析：邀請廣西民族大學、廣西師範學院、廣西大
學、中山大學等12位師生來臺

4

臺灣傳播管理研究
協會

兩岸青年學者論壇－傳播類：邀請廈門大學、廣西
大學、暨南大學、深圳大學、南京大學、上海復旦
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12位教授及副教授來臺

名

稱

辦理時間

兩岸高中生2007年野外挑戰夏令營：邀請江蘇省邗
江中學、江蘇省白蒲高級中學、南京市第十三中學
等20位師生來臺

960701~0710

2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
教基金會

2007年壯志驕陽兩岸青少年志工學習營：邀請杭州
高級中學、杭州第七中學、杭州市源清中學等17位
師生來臺

960806~0815

3

財團法人中國青年
大陸研究文教基金
會

2007年兩岸高中生青春有約活力臺灣夏令營：邀請
貴陽一中、貴陽實驗二中、貴陽六中、貴陽師大附
中等15位師生來臺

960819~0828

4

財團法人真善美基
金會

2007兩岸大學生超國界法律研習營：邀請福建農林
大學、華僑大學、福建師範大學、集美大學、漳州
師範學院、廈門大學、福州大學、福建工程學院、
廣西大學、海南大學等19位師生來臺

961117~1126

5

世新大學（觀光旅
遊中心）

2007兩岸大學生新媒體人研習營：邀請中國傳媒大
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南廣學院、浙江大學、
浙江傳媒學院、暨南大學、廣西師範大學、海南大
學等19位師生來臺

961121~1130

6

致理技術學院（兩
岸經貿研究中心）

兩岸大學生研習營：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
學、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上海思博職業技術學院等
20位師生來臺

961123~1201

7

國立臺北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

兩岸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與自我充權研習營：邀請
中山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廣西師範大學等18位師
生來臺

961124~1203

961029~1107

辦理時間

■ 兩岸民生科技、體育交流
承辦單位

961017~1026

活

動

名

稱

1

社團法人臺灣環境
資訊協會

2007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壇：邀請河北綠色知
音、重慶市綠色志願者聯合會、濟南走進自然環保
志願者協會、廈門綠十字環保志願者中心、綠色珠
江環保組織、屏南綠色之家等12位會長及總幹事來
臺

2

中華民國運動傷害
防護協會

兩岸運動教育與運動醫學學術研討會：邀請北京體
育大學、中央財經大學體育經濟與管理學院、成都
體育學院等7位教授及副教授來臺

961022~1031

961109~1118

動

中華民國全國教育
會

961019~1027

960928~1007

活

1
960610~0620

■ 兩岸青年學者及研究生論壇
承辦單位

承辦單位

辦理時間

961109~1118

9611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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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委託辦理交流業務
■ 兩岸學術教育交流活動
承辦單位

1

2

3

4

臺灣亞洲民主資源
協會

■ 兩岸高中生及大學生研習營
活

動

名

稱

邀請大陸河南省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活動：新密市
第一高級中學、鄭州市第五中學、鄭州市第十二中
學、鄭州市第一○○中學、鄭州市第一○三中學、
滎陽市高級中學、新鄭市新華路小學、鄭州市二七
區隴西小學等9位校長及副校長

中國文化大學（推
廣教育部）

邀請大陸民辦高校（私立大學）負責人來訪研討：
仰恩大學、集美大學、廣東白雲學院、廣東培正學
院、廣西東方外語職業學院、肇慶科技職業技術學
院、肇慶學院教育中心、華聯學院、廈門華廈職業
學院、廈門南洋學院、廣州華南商貿職業學院、邕
江大學等14位副校長、院長及副院長

中華民國木鐸學社

邀請大陸民辦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活動：福州三牧
中學、上杭縣實驗中學、廈門市外來員工子弟學
校、福州勵志中學、福州華南實驗中學、廣西教育
廳職業與成人教育處、廣州華美英語實驗學校、佛
山市南海實驗中學、華南師範大學中山附屬小學等
18位校長及副校長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邀請大陸重點大學學者來臺研討教育法制議題暨參
訪：廈門大學、福州大學、華僑大學、福建師範大
學、福建農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廣西大學、廣
西師範大學、華南熱帶農業大學、福建省教育科學
研究所、泉州經貿學院等12位教授及副教授

辦理時間

960930~1009

1

2

活

動

名

稱

中華公共事務管理
學會

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兩岸經濟現代化發展之比較
分析：邀請華僑大學、廈門大學、福建師範大學、
暨南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僑大學、海南大學、
中山大學等12位師生來臺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經濟類：邀請廣州中山大學、
廈門大學、四川大學、西南財經大學等13位教授及
副教授來臺

3

財團法人真善美基
金會

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兩岸社會現代化發展之比較
分析：邀請廣西民族大學、廣西師範學院、廣西大
學、中山大學等12位師生來臺

4

臺灣傳播管理研究
協會

兩岸青年學者論壇－傳播類：邀請廈門大學、廣西
大學、暨南大學、深圳大學、南京大學、上海復旦
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12位教授及副教授來臺

名

稱

辦理時間

兩岸高中生2007年野外挑戰夏令營：邀請江蘇省邗
江中學、江蘇省白蒲高級中學、南京市第十三中學
等20位師生來臺

960701~0710

2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
教基金會

2007年壯志驕陽兩岸青少年志工學習營：邀請杭州
高級中學、杭州第七中學、杭州市源清中學等17位
師生來臺

960806~0815

3

財團法人中國青年
大陸研究文教基金
會

2007年兩岸高中生青春有約活力臺灣夏令營：邀請
貴陽一中、貴陽實驗二中、貴陽六中、貴陽師大附
中等15位師生來臺

960819~0828

4

財團法人真善美基
金會

2007兩岸大學生超國界法律研習營：邀請福建農林
大學、華僑大學、福建師範大學、集美大學、漳州
師範學院、廈門大學、福州大學、福建工程學院、
廣西大學、海南大學等19位師生來臺

961117~1126

5

世新大學（觀光旅
遊中心）

2007兩岸大學生新媒體人研習營：邀請中國傳媒大
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南廣學院、浙江大學、
浙江傳媒學院、暨南大學、廣西師範大學、海南大
學等19位師生來臺

961121~1130

6

致理技術學院（兩
岸經貿研究中心）

兩岸大學生研習營：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
學、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上海思博職業技術學院等
20位師生來臺

961123~1201

7

國立臺北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

兩岸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與自我充權研習營：邀請
中山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廣西師範大學等18位師
生來臺

961124~1203

961029~1107

辦理時間

■ 兩岸民生科技、體育交流
承辦單位

961017~1026

活

動

名

稱

1

社團法人臺灣環境
資訊協會

2007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壇：邀請河北綠色知
音、重慶市綠色志願者聯合會、濟南走進自然環保
志願者協會、廈門綠十字環保志願者中心、綠色珠
江環保組織、屏南綠色之家等12位會長及總幹事來
臺

2

中華民國運動傷害
防護協會

兩岸運動教育與運動醫學學術研討會：邀請北京體
育大學、中央財經大學體育經濟與管理學院、成都
體育學院等7位教授及副教授來臺

961022~1031

961109~1118

動

中華民國全國教育
會

961019~1027

960928~1007

活

1
960610~0620

■ 兩岸青年學者及研究生論壇
承辦單位

承辦單位

辦理時間

961109~1118

9611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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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藝文交流

■ 兩岸圖書交換及贈書

承辦單位

1

2

3

活

動

名

稱

辦理時間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
社有限公司

兩岸大眾文化交流－邀請大陸暢銷文學作家來臺參
訪：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上海大學、上海交通大
學、文匯出版社、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四川作
家協會、上海新世界文化總會有限公司等7位作家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展演藝術中心）

2007兩岸戲劇教育教學研討暨表演觀摩座談活動：
邀請上海戲劇學院、山東藝術學院、雲南藝術學院
戲劇學院、吉林藝術學院等10位師生來臺

961031~1108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
臺灣地區主教團

2007兩岸天主教交流：組團赴大陸天主教會參訪，
團員包括臺灣5個教區、教會組織及主教團等12位神
父及修女

961129-1208

960325~0401

■ 兩岸大眾傳播人士互訪交流活動
承辦單位

1

2

3

4

5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
協進會

活

動

名

稱

邀請大陸華南地區民營書店負責人來臺參訪：廣東
天林華翰圖書音像發行有限公司、廣東學苑文化發
展有限公司、東莞永正購書中心有限公司、珠海文
華書城有限公司、福建曉風書屋、廣西南寧韜智圖
書有限公司、廣東學而優圖書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韶關圖書購銷中心有限公司、北京時代圖書有限公
司等14位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辦理時間

960806~0814

邀請大陸新聞人員來臺專題採訪－環保團體發展：
民主與法制時報、天津人民廣播電臺、中外對話、
南方農村報、青年時報、香港文匯報上海報事處等6
位記者

960907~0916

邀請大陸新聞人員來臺專題採訪－南部市政建設：
深圳廣電影視集團、濟南新聞廣播、浙江電臺、上
海文廣集團、河南日報、福建廣播影視集團廣播電
視新聞中心、浙江電臺、福建日報、蘇州廣播電視
總臺、福建廣播影視集團等12位記者

960909~0917

財團法人聯合報系
文化基金會

邀請大陸新聞人員來臺專題採訪－中部市政建設：
甘肅日報社、北京青年報、新民晚報、江蘇群眾雜
誌、長江日報、南方週末、四川電視臺、四川廣電
集團新聞中心、貴州日報社等10位記者

960910~0919

大眾廣播股份有限
公司

兩岸廣播流行節目主持人交流座談：邀請中央人民
廣播電臺音樂之聲、蘇州廣播電視總臺、濟南人民
廣播電臺、江蘇省廣播電視總臺、深圳廣播電影電
視集團、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等14位總監及主任
來臺

961125~1204

社團法人臺灣環境
資訊協會

大眾廣播股份有限
公司

承辦單位

活

動

名

稱

辦理時間

1

中央警察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2

中原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3

中國文化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4

世新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5

玄奘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6

東吳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7

東海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8

國立中正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延至97年

9

國立成功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10

國立政治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11

國立臺北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12

國立臺灣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1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14

輔仁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15

銘傳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 兩岸新聞報導獎評選暨研討會
承辦單位

1

銘傳大學（傳播管
理學院）

活

動

名

稱

第11屆兩岸新聞報導獎及「兩岸交流20年回顧與展
望研討會」

辦理時間

9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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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藝文交流

■ 兩岸圖書交換及贈書

承辦單位

1

2

3

活

動

名

稱

辦理時間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
社有限公司

兩岸大眾文化交流－邀請大陸暢銷文學作家來臺參
訪：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上海大學、上海交通大
學、文匯出版社、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四川作
家協會、上海新世界文化總會有限公司等7位作家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展演藝術中心）

2007兩岸戲劇教育教學研討暨表演觀摩座談活動：
邀請上海戲劇學院、山東藝術學院、雲南藝術學院
戲劇學院、吉林藝術學院等10位師生來臺

961031~1108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
臺灣地區主教團

2007兩岸天主教交流：組團赴大陸天主教會參訪，
團員包括臺灣5個教區、教會組織及主教團等12位神
父及修女

961129-1208

960325~0401

■ 兩岸大眾傳播人士互訪交流活動
承辦單位

1

2

3

4

5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
協進會

活

動

名

稱

邀請大陸華南地區民營書店負責人來臺參訪：廣東
天林華翰圖書音像發行有限公司、廣東學苑文化發
展有限公司、東莞永正購書中心有限公司、珠海文
華書城有限公司、福建曉風書屋、廣西南寧韜智圖
書有限公司、廣東學而優圖書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韶關圖書購銷中心有限公司、北京時代圖書有限公
司等14位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辦理時間

960806~0814

邀請大陸新聞人員來臺專題採訪－環保團體發展：
民主與法制時報、天津人民廣播電臺、中外對話、
南方農村報、青年時報、香港文匯報上海報事處等6
位記者

960907~0916

邀請大陸新聞人員來臺專題採訪－南部市政建設：
深圳廣電影視集團、濟南新聞廣播、浙江電臺、上
海文廣集團、河南日報、福建廣播影視集團廣播電
視新聞中心、浙江電臺、福建日報、蘇州廣播電視
總臺、福建廣播影視集團等12位記者

960909~0917

財團法人聯合報系
文化基金會

邀請大陸新聞人員來臺專題採訪－中部市政建設：
甘肅日報社、北京青年報、新民晚報、江蘇群眾雜
誌、長江日報、南方週末、四川電視臺、四川廣電
集團新聞中心、貴州日報社等10位記者

960910~0919

大眾廣播股份有限
公司

兩岸廣播流行節目主持人交流座談：邀請中央人民
廣播電臺音樂之聲、蘇州廣播電視總臺、濟南人民
廣播電臺、江蘇省廣播電視總臺、深圳廣播電影電
視集團、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等14位總監及主任
來臺

961125~1204

社團法人臺灣環境
資訊協會

大眾廣播股份有限
公司

承辦單位

活

動

名

稱

辦理時間

1

中央警察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2

中原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3

中國文化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4

世新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5

玄奘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6

東吳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7

東海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8

國立中正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延至97年

9

國立成功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10

國立政治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11

國立臺北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12

國立臺灣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1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14

輔仁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15

銘傳大學

兩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60101-1231

■ 兩岸新聞報導獎評選暨研討會
承辦單位

1

銘傳大學（傳播管
理學院）

活

動

名

稱

第11屆兩岸新聞報導獎及「兩岸交流20年回顧與展
望研討會」

辦理時間

9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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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補助辦理交流業務
■ 第11屆兩岸新聞報導獎得獎名單
項 目

電視新聞報導獎

電視專題報導獎

報紙新聞報導獎

報紙專題報導獎

平面新聞攝影獎

獲獎單位

作 品 主 題

類別

優勝

徐敏華等

八大電視

香港人臺灣夢

佳作

謝昶易、詹維耕

中華電視

2008奧運在北京系列報導

佳作

林益如、蕭志遠

臺視

紀錄三峽系列報導

優勝

丁雯靜、羅力

鳳凰衛視

臺灣天空的秘密

佳作

梁欣如

東森電視臺

兩岸交流20年

佳作

葉雲炫、李奇樺

民間全民電視臺

香港97十年系列報導

優勝

王寶鳳等

漢聲電臺

甜蜜蜜的戰爭

受補助單位

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大華技術學院

2007第八屆兩岸經貿暨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青年救國團

2007年桃竹苗青年學生北京內蒙古及北京西安文
教參訪活動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

開設兩岸研究專題講座課程

中華中等教育學會

2007年海峽兩岸高中學生辯論比賽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2007年海峽兩岸紅十字青少年夏令營

中華民國真菌學會

第八屆海峽兩岸菌物學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2007夏季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佳作

詹婉如

中央廣播電臺

誰在WHO！我在WHO！
中國阻擾臺灣WHO案有理
嗎？

佳作

陳林幸虹、康仁俊

中央廣播電臺

兩岸反傾銷戰－揮不去的
陰霾or浴火後的重生

中華民國運動傷害防護協會

2007夏季教學訪演及雜技藝術交流
第二屆北京臺研論壇

曾國華等

中央廣播電臺

夾縫中的真情－臺灣NGO
前進中國系列報導

中華兩岸論壇協進會

優勝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2007第六屆兩岸大學生辯論邀請賽

漢聲廣播電臺

八爪新聞報－陸客來臺觀
光系列報導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2007年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對話－海峽兩岸社會心
理現象學術研討會

佳作

劉秀蘭

佳作

葉育鎏

大愛電臺

《水與命》系列

優勝

白德華等

中國時報

章詒和等人禁書風波追蹤
報導

佛光大學

第六屆地方發展策略研討會暨第三屆公共事務與
公共行政青年論壇

佳作

賴錦宏

聯合報

千里走青藏

亞洲大學（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2007海峽兩岸觀光休閒類研究生研討會

佳作

陳慧敏

經濟日報

廈門發動萬人遊行
鷺石化

東吳大學（法學院）

邀請大陸地區法律系所學生來臺研習

優勝

楊羽雯等

聯合報

2008露臉派對－北京奧運
系列

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青少年法治教育與公民素養教學及研究研討會

東海大學（法律系）

邀請大陸地區法律系所學生來臺研習

佳作

林則宏等

經濟日報

香江的昨日 今日 明日

佳作

王麗米等

聯合報

香港10年

花蓮縣立美崙國民中學

兩岸足球交流活動

優勝

宋秉忠等

遠見雜誌

兩岸三地大學競爭力調查

南榮技術學院

海峽兩岸青年學生民俗文化研習營

佳作

張瓊芳

光華雜誌

臺灣女人的「新上海夢」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

開設兩岸研究專題講座課程

佳作

呂國禎等

商業周刊

《兩岸三地1000大》進入
世界級競爭：決戰贏者圈

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

海耶克、夏道平與殷海光：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
思想學術研討會

優勝

王爵暐

中國時報

香港回歸中國9週年專題
報導

致理技術學院（兩岸經貿研究中心）

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及寧波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師生
來臺參訪

財團法人吳健雄學術基金會

2007年亞洲科學營暨第十屆吳健雄科學營

反翔

佳作

吳景騰、周永受

聯合報

北京奧運的衝擊與省思

佳作

蕭耀華

慈濟月刊

跳躍青春

類

雜誌報導獎

名

術

廣播專題報導獎

姓

學

廣播新聞報導獎

獎項

■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兩岸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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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補助辦理交流業務
■ 第11屆兩岸新聞報導獎得獎名單
項 目

電視新聞報導獎

電視專題報導獎

報紙新聞報導獎

報紙專題報導獎

平面新聞攝影獎

獲獎單位

作 品 主 題

類別

優勝

徐敏華等

八大電視

香港人臺灣夢

佳作

謝昶易、詹維耕

中華電視

2008奧運在北京系列報導

佳作

林益如、蕭志遠

臺視

紀錄三峽系列報導

優勝

丁雯靜、羅力

鳳凰衛視

臺灣天空的秘密

佳作

梁欣如

東森電視臺

兩岸交流20年

佳作

葉雲炫、李奇樺

民間全民電視臺

香港97十年系列報導

優勝

王寶鳳等

漢聲電臺

甜蜜蜜的戰爭

受補助單位

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大華技術學院

2007第八屆兩岸經貿暨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青年救國團

2007年桃竹苗青年學生北京內蒙古及北京西安文
教參訪活動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

開設兩岸研究專題講座課程

中華中等教育學會

2007年海峽兩岸高中學生辯論比賽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2007年海峽兩岸紅十字青少年夏令營

中華民國真菌學會

第八屆海峽兩岸菌物學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2007夏季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佳作

詹婉如

中央廣播電臺

誰在WHO！我在WHO！
中國阻擾臺灣WHO案有理
嗎？

佳作

陳林幸虹、康仁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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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反傾銷戰－揮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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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北京臺研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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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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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青年學生民俗文化研習營

佳作

張瓊芳

光華雜誌

臺灣女人的「新上海夢」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

開設兩岸研究專題講座課程

佳作

呂國禎等

商業周刊

《兩岸三地1000大》進入
世界級競爭：決戰贏者圈

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

海耶克、夏道平與殷海光：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
思想學術研討會

優勝

王爵暐

中國時報

香港回歸中國9週年專題
報導

致理技術學院（兩岸經貿研究中心）

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及寧波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師生
來臺參訪

財團法人吳健雄學術基金會

2007年亞洲科學營暨第十屆吳健雄科學營

反翔

佳作

吳景騰、周永受

聯合報

北京奧運的衝擊與省思

佳作

蕭耀華

慈濟月刊

跳躍青春

類

雜誌報導獎

名

術

廣播專題報導獎

姓

學

廣播新聞報導獎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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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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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2007年東亞研究型大學（AEARU）學生夏令營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2007海峽兩岸理論與應用力學研討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07Hi-Young青春兩岸海洋文化探索交流活動

2007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意管理學術交流研習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7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

2007兩岸大學生－創意體育產業研習營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

2007兩岸青年學術交流暨大陸實地參訪團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2007年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近代植物病理研究
之進展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前瞻二十一世紀的戰略思潮學術研討會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系）

邀請大陸地區法律系所學生來臺研習

淡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2007年兩岸經貿及法律問題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所）

邀請四川省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學者來訪暨「中共
十七大與中國大陸未來展望」研討會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

2007年第十一屆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海峽兩岸學術教育交流活動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海峽兩岸高校內部治理學術研討會

2007奔向101讓夢想起飛－臺北101登高大賽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邀請大陸地區法律系所學生來臺研習

臺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101）
臺北縣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第三屆南山盃海峽兩岸高中籃球邀請賽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無錫商會學者專家來臺交流訪問暨中國大陸商會
發展學術研討會

臺北縣瑞芳鎮瑞芳國民小學

2007夏季教學訪演及雜技藝術交流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開設兩岸研究專題講座課程

臺北縣樹林市武林國民小學

第三屆杭州市經綸中小學籃球邀請賽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

邀請大陸地區法律系所學生來臺研習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兩岸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研習會

國立陽明大學

第十屆海峽兩岸暨香港地區醫學教育研討會

輔英科技大學

2007年ESP醫護英文教育國際研討會

國立臺北大學

邀請大陸西安交通大學金禾經濟研究中心研究生
來臺學術交流活動

銘傳大學

第二屆兩岸大學校長論壇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

國立臺北大學

看見自己的可能性：2007兩岸四地高關懷少年生
活體驗登峰營

解(構/譯)(聖)經：聖經經文的詮釋和釋義國際學術
研討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第九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研討會暨學術交流活動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

陝西、香港學術交流參訪團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當代華人教養之實踐與知識—兩岸三城學術交流
研討活動

中國哲學會

2007面對東方哲學崛起的新思維

中國現代文學學會

2007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城流鄉動：2007年文化研究會議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2007兩岸政經社學術發展研討會

中華道教玄天上帝弘道協會

兩岸道教文化玄天上帝信仰與和諧社會建設學術
研討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開設兩岸研究專題講座課程

水田部落工作室

上海草臺班劇團《狂人故事》演出計畫

2007年兩岸骨科學術交流活動

財團法人韓忠謨教授法學基金會

兩岸高中生交流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第八屆兩岸三地管理議題與文化交流參訪計畫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

邀請大陸地區法律系所學生來臺研習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

類
藝

類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組）

財團法人脊椎醫學研究基金會

術

術

海外服務學習團－愛在廣西及臺大夢工廠

廣東省教育學會臺灣優質教育考察團

學

學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組）

財團法人東莞臺商育苗教育基金會

文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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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道教玄天上帝弘道協會

兩岸道教文化玄天上帝信仰與和諧社會建設學術
研討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開設兩岸研究專題講座課程

水田部落工作室

上海草臺班劇團《狂人故事》演出計畫

2007年兩岸骨科學術交流活動

財團法人韓忠謨教授法學基金會

兩岸高中生交流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第八屆兩岸三地管理議題與文化交流參訪計畫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

邀請大陸地區法律系所學生來臺研習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

類
藝

類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組）

財團法人脊椎醫學研究基金會

術

術

海外服務學習團－愛在廣西及臺大夢工廠

廣東省教育學會臺灣優質教育考察團

學

學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組）

財團法人東莞臺商育苗教育基金會

文
類

2007 中華發展基金年報

類別

受補助單位

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藝

亦宛然掌中劇團

揭開「南管」布袋戲的神秘面紗－亦宛然掌中劇
團泉州習藝計畫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國民小學

泰雅族傳統舞蹈團文化交流表演

社團法人臺灣地方戲劇協進會

類別

受補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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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重別－兩岸華人三大城市的劇場藝術節巡迴演出

臺灣合唱團

臺灣合唱團2007年中國安徽省演唱會

2007年兩岸文化交流、傳統戲劇觀摩訪問團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所」與「中國人民大學佛學
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兩岸學術論壇與參訪活動

金門縣鄉土文化建設促進會

參加南安市第十屆南音大會唱活動暨締結「三姊
妹」社十周年慶

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

第三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

長榮交響樂團

長榮．國貿2007廈門新春音樂會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

2007北京圖書訂貨會

法鼓佛教研修學院

邀請大陸地區宗教人士來臺研修

中華傳播學會

創新、典範與公共性：傳播學門的定位、挑戰與
契機

勇氣即興劇場

2007Asia Impro Movement亞洲即興劇場運動會臺
北站暨香港巡演

中國文化大學

邀請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唐龍藝術有限公司

2007上海、北京臺灣名家藝術大展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天下雜誌寄贈大陸地區臺商協會會長及知名大學
校長

財團法人牛哥漫畫文教基金會

漫畫家牛哥作品上海、北京展

財團法人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文訊雜誌寄贈大陸重要文藝界、學界人士及文學
研究單位

大

臺原偶戲團

傳

文

2007年大陸地區文化行政專業人士訪問交流活動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

得意忘象－黃光男水墨創作展

國立政治大學

邀請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

柯錫杰《看》－柯錫杰攝影創作50年大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參加第十屆兩岸四地學生電影錄像節活動

啄木鳥合唱團

2007大陸地區文化交流演唱會

崑山科技大學

媒體科技、美學經濟與創意產業國際學術會議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2007年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戲曲在當代因應之
道

臺灣民族誌影像學會

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
究所）

2007賽博光廊：媒體、科技、美學之理論與應用
兩岸學術研討會

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

參訪大陸環渤海區傳播媒體訪問團

銘傳大學

邀請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野火樂集

2007兩岸音樂的對話－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

2007兩岸四地兒童論壇

綠光劇團

2007華文戲劇節（香港）開幕節目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臺大薰風國樂團

風華琴韻－臺大薰風國樂團2007年兩岸交流暨推
廣音樂會

2007年自然教育夏令營、暑期訓練營暨交流考察
活動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

當前臺灣政局與兩岸關係發展前瞻座談會

臺北市原住民婦女會

赴雲南廣西文化交流

宜蘭縣南陽義學推廣協會

赴大陸參加2007國際老人交流活動

臺北崑劇團

動手動腳識崑劇－青少年崑劇推廣巡演

社團法人嘉義市生命線協會

第二十九屆世界心理衛生聯盟國際會議

臺北越界舞團

廣東現代舞周－臺北越界舞團《支離破碎2－浮士
德之咒》演出計劃

社團法人臺灣關懷地中海型貧血協會

廣西醫科大學地中海型貧血症交流研討會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

2007大陸文化創意產業專業人士交流活動

臺北縣三芝鄉三芝國民小學

臺北縣三芝鄉三芝國民小學古箏樂團參加第二屆
國際古箏藝術節暨創金氏世界紀錄大型古箏演奏
活動

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
婦女與性別研究室）

赴福建師大參加婦女與性別研究教學培訓研討會

類
其

類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

他

2007 中華發展基金年報

類別

受補助單位

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藝

亦宛然掌中劇團

揭開「南管」布袋戲的神秘面紗－亦宛然掌中劇
團泉州習藝計畫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國民小學

泰雅族傳統舞蹈團文化交流表演

社團法人臺灣地方戲劇協進會

類別

受補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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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重別－兩岸華人三大城市的劇場藝術節巡迴演出

臺灣合唱團

臺灣合唱團2007年中國安徽省演唱會

2007年兩岸文化交流、傳統戲劇觀摩訪問團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所」與「中國人民大學佛學
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兩岸學術論壇與參訪活動

金門縣鄉土文化建設促進會

參加南安市第十屆南音大會唱活動暨締結「三姊
妹」社十周年慶

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

第三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

長榮交響樂團

長榮．國貿2007廈門新春音樂會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

2007北京圖書訂貨會

法鼓佛教研修學院

邀請大陸地區宗教人士來臺研修

中華傳播學會

創新、典範與公共性：傳播學門的定位、挑戰與
契機

勇氣即興劇場

2007Asia Impro Movement亞洲即興劇場運動會臺
北站暨香港巡演

中國文化大學

邀請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唐龍藝術有限公司

2007上海、北京臺灣名家藝術大展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天下雜誌寄贈大陸地區臺商協會會長及知名大學
校長

財團法人牛哥漫畫文教基金會

漫畫家牛哥作品上海、北京展

財團法人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文訊雜誌寄贈大陸重要文藝界、學界人士及文學
研究單位

大

臺原偶戲團

傳

文

2007年大陸地區文化行政專業人士訪問交流活動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

得意忘象－黃光男水墨創作展

國立政治大學

邀請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

柯錫杰《看》－柯錫杰攝影創作50年大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參加第十屆兩岸四地學生電影錄像節活動

啄木鳥合唱團

2007大陸地區文化交流演唱會

崑山科技大學

媒體科技、美學經濟與創意產業國際學術會議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2007年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戲曲在當代因應之
道

臺灣民族誌影像學會

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
究所）

2007賽博光廊：媒體、科技、美學之理論與應用
兩岸學術研討會

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

參訪大陸環渤海區傳播媒體訪問團

銘傳大學

邀請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野火樂集

2007兩岸音樂的對話－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

2007兩岸四地兒童論壇

綠光劇團

2007華文戲劇節（香港）開幕節目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臺大薰風國樂團

風華琴韻－臺大薰風國樂團2007年兩岸交流暨推
廣音樂會

2007年自然教育夏令營、暑期訓練營暨交流考察
活動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

當前臺灣政局與兩岸關係發展前瞻座談會

臺北市原住民婦女會

赴雲南廣西文化交流

宜蘭縣南陽義學推廣協會

赴大陸參加2007國際老人交流活動

臺北崑劇團

動手動腳識崑劇－青少年崑劇推廣巡演

社團法人嘉義市生命線協會

第二十九屆世界心理衛生聯盟國際會議

臺北越界舞團

廣東現代舞周－臺北越界舞團《支離破碎2－浮士
德之咒》演出計劃

社團法人臺灣關懷地中海型貧血協會

廣西醫科大學地中海型貧血症交流研討會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

2007大陸文化創意產業專業人士交流活動

臺北縣三芝鄉三芝國民小學

臺北縣三芝鄉三芝國民小學古箏樂團參加第二屆
國際古箏藝術節暨創金氏世界紀錄大型古箏演奏
活動

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
婦女與性別研究室）

赴福建師大參加婦女與性別研究教學培訓研討會

類
其

類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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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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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登高

清華大學人文學 海外華商經營特徵：文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院經濟研究所
化現象的經濟分析
研究中心

研究

吳根友

武漢大學哲學學 近五十年來臺灣明清思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院
想研究
所

研究

鄭和根 南京大學化學系

敏化染料太陽能電池等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光電材料研究

研究

馮筱才 復旦大學歷史系

民國時期的政商關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虞洽卿的個案研究

研究

山東大學歷史文 公務員待遇問題與戰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化學院
中國政治（1945-1949）

研究

陳謙平 南京大學歷史系

國民政府時期的中英關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係研究（1927-1947）

研究

榮廣潤 上海戲劇學院

大陸當代戲劇現況；音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
樂劇研究

講學

趙興勝

崔運武

公共行政學（主要為公
雲南大學公共管
營事業管理、地方自治
理學院
、危機管理）

張秋生

中國大陸面向2020年的
北京交通大學經
台南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
基礎產業中長期發展研
濟管理學院
研究所
究和規劃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經 中國大陸運輸政策變化 台南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
榮朝和
濟管理學院
與運輸經濟學的發展
研究所
全球經濟整合環境下的
福建省社會科學
區域經貿關係－中國大 台南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
馬元柱 院亞太經濟研究
陸與臺灣兩岸經貿佈局 研究所
所
分析

因故取消

講學或研究科目
或名稱

南開大學歷史學
清朝制度史
院
現代文學批評研究

講學或研究地點

活動
類別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講學

東海大學中文系

講學

中國科學院空間 地 基 G P S 掩 星 觀 測 數 據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
科學與研究中心 處理
中心
與Schrodinger運算元相
關的Herz空間和Herz型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Hardy空間研究

研究

吳土法 浙江大學

中華禮儀文明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講學

李小五

中山大學邏輯與
條件句邏輯之形式系統
認知研究所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

講學

戴仁懷

貴州大學昆蟲研
臺灣葉蟬區系調查
究所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研究

趙成根

北京大學政府管
公共行政學
理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

講學

敬乂嘉

復旦大學公共行
公共行政學
政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

講學

李寶俊

中國人民大學國
中國外交專題研究
際關係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講學

王中江

清華大學人文社
早期中國哲學專題講座
會科學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講學

蔣小波

廈門大學臺灣研 臺灣戰後自由主義文化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院
思潮研究
究中心

研究

申素平

從教育優先區計畫看臺
中國人民大學教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灣對偏遠地區弱勢族群
育研究所
究中心
教育平等權的保障

研究

杜繼東

中國社會科學院 美 國 對 臺 援 助 研 究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
近代史研究所
（1950-1965）

研究

山東大學威海分 中國政治思想與政治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
校法學院
化研究
政與政策學系

講學

講學

講學

沈涓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大陸國際私法專題
國際法研究中心

講學

應奇

浙江大學哲學系

講學

因故取消

葛荃

備註

因故取消

研究

馬柏林 湖南大學數學系

延至97年

講學

所屬服務機關

溫儒敏 北京大學中文系

胡雄

講學

彭龍

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專
佛光大學哲學系
題研究

姓名

杜家驥

研究

港深滬資本市場效率與
北京外國語大學 股價聯動關係－兼論中 台南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
國際商學院
資與臺資企業海外上市 研究所
熱潮與策略
玄奘大學法律學院

備註

因故取消

延至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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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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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登高

清華大學人文學 海外華商經營特徵：文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院經濟研究所
化現象的經濟分析
研究中心

研究

吳根友

武漢大學哲學學 近五十年來臺灣明清思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院
想研究
所

研究

鄭和根 南京大學化學系

敏化染料太陽能電池等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光電材料研究

研究

馮筱才 復旦大學歷史系

民國時期的政商關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虞洽卿的個案研究

研究

山東大學歷史文 公務員待遇問題與戰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化學院
中國政治（1945-1949）

研究

陳謙平 南京大學歷史系

國民政府時期的中英關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係研究（1927-1947）

研究

榮廣潤 上海戲劇學院

大陸當代戲劇現況；音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
樂劇研究

講學

趙興勝

崔運武

公共行政學（主要為公
雲南大學公共管
營事業管理、地方自治
理學院
、危機管理）

張秋生

中國大陸面向2020年的
北京交通大學經
台南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
基礎產業中長期發展研
濟管理學院
研究所
究和規劃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經 中國大陸運輸政策變化 台南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
榮朝和
濟管理學院
與運輸經濟學的發展
研究所
全球經濟整合環境下的
福建省社會科學
區域經貿關係－中國大 台南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
馬元柱 院亞太經濟研究
陸與臺灣兩岸經貿佈局 研究所
所
分析

因故取消

講學或研究科目
或名稱

南開大學歷史學
清朝制度史
院
現代文學批評研究

講學或研究地點

活動
類別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講學

東海大學中文系

講學

中國科學院空間 地 基 G P S 掩 星 觀 測 數 據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
科學與研究中心 處理
中心
與Schrodinger運算元相
關的Herz空間和Herz型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Hardy空間研究

研究

吳土法 浙江大學

中華禮儀文明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講學

李小五

中山大學邏輯與
條件句邏輯之形式系統
認知研究所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

講學

戴仁懷

貴州大學昆蟲研
臺灣葉蟬區系調查
究所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研究

趙成根

北京大學政府管
公共行政學
理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

講學

敬乂嘉

復旦大學公共行
公共行政學
政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

講學

李寶俊

中國人民大學國
中國外交專題研究
際關係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講學

王中江

清華大學人文社
早期中國哲學專題講座
會科學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講學

蔣小波

廈門大學臺灣研 臺灣戰後自由主義文化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院
思潮研究
究中心

研究

申素平

從教育優先區計畫看臺
中國人民大學教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灣對偏遠地區弱勢族群
育研究所
究中心
教育平等權的保障

研究

杜繼東

中國社會科學院 美 國 對 臺 援 助 研 究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
近代史研究所
（1950-1965）

研究

山東大學威海分 中國政治思想與政治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
校法學院
化研究
政與政策學系

講學

講學

講學

沈涓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大陸國際私法專題
國際法研究中心

講學

應奇

浙江大學哲學系

講學

因故取消

葛荃

備註

因故取消

研究

馬柏林 湖南大學數學系

延至97年

講學

所屬服務機關

溫儒敏 北京大學中文系

胡雄

講學

彭龍

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專
佛光大學哲學系
題研究

姓名

杜家驥

研究

港深滬資本市場效率與
北京外國語大學 股價聯動關係－兼論中 台南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
國際商學院
資與臺資企業海外上市 研究所
熱潮與策略
玄奘大學法律學院

備註

因故取消

延至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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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學者專家赴大陸地區講學
講學或研究科目
或名稱

所屬服務機關

湯欣

清華大學法學院

證券管理與企業法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講學

熊偉

武漢大學法學院

海峽兩岸稅收程序法比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較

講學

MEMS硅微加工電容超聲
傳感器的設計和製作的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系
研究

研究

微納米測量之環境控制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系
技術研究

研究

葛立峰 安徽大學

張輝

合肥工業大學

講學或研究地點

活動
類別

姓名

備註

姓

名

所屬服務機關

廖文章 大葉大學

張力

因故取消

中央研究院

劉宗榮 東吳大學

保險法

北京大學

林騰鷂 東海大學

行政法；經濟法；稅捐行政救濟制
華中科技大學
度
運動觀光規劃與發展專題討論

講學

劉俐俐 南開大學文學院

中國現代經典短篇小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
文本分析
學系

講學

張孝銘 建國科技大學

張寄蝶 江蘇崑劇團

崑曲藝術「崑曲的未來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學
與傳承」
系

講學

高明瑞

中國現代美術學史；中
清華大學美術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
國古代美術批評論和史
院美術史論系
院
學理論

講學

山東藝術學院藝
表演體系研究
術研究所

講學

王濱

上海市浦東新區
陸大杰 三林鎮文廣服務 舞龍運動技能教學
中心
傳統武術文化與美學賞
天津體育學院民
梅杭強
析：戳腳翻子拳的理論
族體育學系
到實踐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與
戲場應用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學
系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學
系

研究

中國大陸傳播學專題研
中國傳媒大學廣
黃昇民
究等相關課程，如媒介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告學院
經營研究

講學

喻國明

中國人民大學新 中國大陸新聞學專題研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聞學院
究

講學

廖泉文

廈門大學人力資
人力資源管理
源研究所

講學

虞萬里

上海社會科學院 註疏學及重要工具書使
靜宜大學中文系
歷史研究所
用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餐旅
管理學系

洪坤

講學

浙江大學外國語 論《農夫皮爾斯》中的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學院
關於仁愛的諷喻手法

沈弘

講學

國立中山大學管
綠色行銷Green Marketing
理學院

呂建德 國立中正大學

陳榮方

講學

臺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概況和民國
史典藏；臺灣社會轉型與臺灣史研 山東大學
究現狀和趨勢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
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備註

當前國際關係及國際法專題講座－
中國海洋大學
海域劃界的理論與實際

海事國際私法；國際私法

中國小劇場

因故取消

講學地點

賴來焜 玄奘大學

吳衛民 雲南藝術學院

陳池瑜

講學科目或名稱

北京中央財經大學
山東科技大學

經濟全球化下的福利國家：撤退或
北京大學
擴張？
公司理財－歐美思潮與學理

國立高雄應用科
定量研究方法
技大學

煙臺大學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陳聰富 國立臺灣大學

侵權責任法－兩岸民法之比較

中國人民大學

熊秉元 國立臺灣大學

制度經濟學；法律經濟學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
中心

彭鏡禧 國立臺灣大學

語言表演劇場：莎士比亞戲劇研究

蘇州大學

詹森林 國立臺灣大學

契約法（合同法）總論－兩岸民法
北京清華大學
之比較

因故取消

溫明麗
因故取消

國立臺灣師範大
批判理論與批判性思考教學
學

北京師範大學

夏林清 輔仁大學

行動研究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許博一 靜宜大學

諮商八大學派理論之應用技巧

四川大學

因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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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學者專家赴大陸地區講學
講學或研究科目
或名稱

所屬服務機關

湯欣

清華大學法學院

證券管理與企業法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講學

熊偉

武漢大學法學院

海峽兩岸稅收程序法比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較

講學

MEMS硅微加工電容超聲
傳感器的設計和製作的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系
研究

研究

微納米測量之環境控制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系
技術研究

研究

葛立峰 安徽大學

張輝

合肥工業大學

講學或研究地點

活動
類別

姓名

備註

姓

名

所屬服務機關

廖文章 大葉大學

張力

因故取消

中央研究院

劉宗榮 東吳大學

保險法

北京大學

林騰鷂 東海大學

行政法；經濟法；稅捐行政救濟制
華中科技大學
度
運動觀光規劃與發展專題討論

講學

劉俐俐 南開大學文學院

中國現代經典短篇小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
文本分析
學系

講學

張孝銘 建國科技大學

張寄蝶 江蘇崑劇團

崑曲藝術「崑曲的未來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學
與傳承」
系

講學

高明瑞

中國現代美術學史；中
清華大學美術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
國古代美術批評論和史
院美術史論系
院
學理論

講學

山東藝術學院藝
表演體系研究
術研究所

講學

王濱

上海市浦東新區
陸大杰 三林鎮文廣服務 舞龍運動技能教學
中心
傳統武術文化與美學賞
天津體育學院民
梅杭強
析：戳腳翻子拳的理論
族體育學系
到實踐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與
戲場應用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學
系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學
系

研究

中國大陸傳播學專題研
中國傳媒大學廣
黃昇民
究等相關課程，如媒介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告學院
經營研究

講學

喻國明

中國人民大學新 中國大陸新聞學專題研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聞學院
究

講學

廖泉文

廈門大學人力資
人力資源管理
源研究所

講學

虞萬里

上海社會科學院 註疏學及重要工具書使
靜宜大學中文系
歷史研究所
用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餐旅
管理學系

洪坤

講學

浙江大學外國語 論《農夫皮爾斯》中的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學院
關於仁愛的諷喻手法

沈弘

講學

國立中山大學管
綠色行銷Green Marketing
理學院

呂建德 國立中正大學

陳榮方

講學

臺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概況和民國
史典藏；臺灣社會轉型與臺灣史研 山東大學
究現狀和趨勢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
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備註

當前國際關係及國際法專題講座－
中國海洋大學
海域劃界的理論與實際

海事國際私法；國際私法

中國小劇場

因故取消

講學地點

賴來焜 玄奘大學

吳衛民 雲南藝術學院

陳池瑜

講學科目或名稱

北京中央財經大學
山東科技大學

經濟全球化下的福利國家：撤退或
北京大學
擴張？
公司理財－歐美思潮與學理

國立高雄應用科
定量研究方法
技大學

煙臺大學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陳聰富 國立臺灣大學

侵權責任法－兩岸民法之比較

中國人民大學

熊秉元 國立臺灣大學

制度經濟學；法律經濟學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
中心

彭鏡禧 國立臺灣大學

語言表演劇場：莎士比亞戲劇研究

蘇州大學

詹森林 國立臺灣大學

契約法（合同法）總論－兩岸民法
北京清華大學
之比較

因故取消

溫明麗
因故取消

國立臺灣師範大
批判理論與批判性思考教學
學

北京師範大學

夏林清 輔仁大學

行動研究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許博一 靜宜大學

諮商八大學派理論之應用技巧

四川大學

因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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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大陸地區研究生來臺研究
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備註

姓名

所屬學校

張威

山西大學應用化學系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表面活性劑液晶包覆油溶性材料的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

袁品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 墨學倫理對醫院管理績效影響之實證研
中山醫學大學
理學院企管系
究－基於利益相關者管理路徑

聶績

北京大學大氣科學系

冬季北半球平流層異常的下傳機制

楊玲

武漢大學法律系

兩岸相互認可與執行仲裁裁決之實證研
中國文化大學
究

陳長偉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約翰遜時期美國政府臺灣政策之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
（1963-1968）

兩岸電子商務法律制度比較研究

玄奘大學

吳祖敏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

臺灣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的結構變遷

兩岸繼承法律制度之比較研究

玄奘大學

兩岸結婚與離婚法律制度比較研究

玄奘大學

賀瓊瓊 武漢大學法學院
房沫

武漢大學法學院

徐錦堂 武漢大學法學院

張默華

中國文化大學

金瑩

金海平
高琦

中國社會科學院

國際私法中法院地法的適用

玄奘大學

牟笛

武漢大學法學院

電子商務交易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

玄奘大學

李洁

武漢大學法學院

兩岸文化遺產保護法律問題之比較研究 玄奘大學

因故取消

王定賢 武漢大學法學院

海峽兩岸仲裁制度比較研究

玄奘大學

陳珊珊 武漢大學法學院

牽連犯的存廢及罪數問題研究

東吳大學

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 從臺灣原住民經濟政策的發展看我國人 國立花蓮教育
究所
口較少民族出現代化
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
有限責任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研究
濟法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侵權法上損害賠償責任分擔體系研究

東吳大學

廈門大學環境科學
研究中心

海氣二氧化碳周日變化及其影響機制

國立中山大學

高海波 北京大學哲學系

劉蕺山哲學思想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程海霞 北京大學哲學系

江右思想家王塘南哲學思想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魯中明

北京清華大學外語系

肖揚

華中農業大學微生物 海峽兩岸木耳屬（Auricularia）系統學之
國立中興大學
學系
研究
陜西師範大學歷史文 臺海兩岸家族史比較研究－以唐代宗室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院
研究為中心

馮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 國民黨黨務之改造（1950-1952）：兼
國立中興大學
史系
論經濟土地改革

何吉賢 清華大學中文系

臺灣小劇場運動史研究

國立交通大學

民初立法體制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

國家能力、社會資本與公私協力增效：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
臺灣與上海「老人社區照顧政策」的比 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所
較研究

陳勝

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 家庭住房權益維護組織之研究－NGO的
國立政治大學
系
觀點

張祖龑 南京大學歷史系

抗戰時期的「首腦外交」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
北京與臺北社區治理比較分析
理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

杜軼

北京大學中文系

漢語帶「得」的動補式的起源與演變

國立政治大學

朱珠

北京大學中文系

海峽兩岸音韻學教學之比較

國立政治大學

韋禕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民
中國慈善組織立法問題研究
商法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意識形態及詩學形態對翻譯活動的影響 國立中正大學

劉思怡

大學科系之起源及其在中國大陸與臺灣
國立政治大學
的流變

業敏之

王耀才
郭昱

國立政治大學

上海復旦大學政治學 臺灣政治轉型與知識份子的社會角色：
國立政治大學
系
以雷震為個案

荊月新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系

王竹

國立政治大學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 中日合約與1950年代初期遠東國際關係
國立政治大學
系
的形成

鄭硯秋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

余凱

李領臣 南京大學法學院
陳良

備註

公司慈善捐贈的法律規制

國立政治大學

浙江大學控制科學與
基於非平衡模型的精餾過程優化與控制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系

因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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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大陸地區研究生來臺研究
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備註

姓名

所屬學校

張威

山西大學應用化學系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表面活性劑液晶包覆油溶性材料的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

袁品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 墨學倫理對醫院管理績效影響之實證研
中山醫學大學
理學院企管系
究－基於利益相關者管理路徑

聶績

北京大學大氣科學系

冬季北半球平流層異常的下傳機制

楊玲

武漢大學法律系

兩岸相互認可與執行仲裁裁決之實證研
中國文化大學
究

陳長偉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約翰遜時期美國政府臺灣政策之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
（1963-1968）

兩岸電子商務法律制度比較研究

玄奘大學

吳祖敏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

臺灣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的結構變遷

兩岸繼承法律制度之比較研究

玄奘大學

兩岸結婚與離婚法律制度比較研究

玄奘大學

賀瓊瓊 武漢大學法學院
房沫

武漢大學法學院

徐錦堂 武漢大學法學院

張默華

中國文化大學

金瑩

金海平
高琦

中國社會科學院

國際私法中法院地法的適用

玄奘大學

牟笛

武漢大學法學院

電子商務交易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

玄奘大學

李洁

武漢大學法學院

兩岸文化遺產保護法律問題之比較研究 玄奘大學

因故取消

王定賢 武漢大學法學院

海峽兩岸仲裁制度比較研究

玄奘大學

陳珊珊 武漢大學法學院

牽連犯的存廢及罪數問題研究

東吳大學

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 從臺灣原住民經濟政策的發展看我國人 國立花蓮教育
究所
口較少民族出現代化
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
有限責任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研究
濟法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侵權法上損害賠償責任分擔體系研究

東吳大學

廈門大學環境科學
研究中心

海氣二氧化碳周日變化及其影響機制

國立中山大學

高海波 北京大學哲學系

劉蕺山哲學思想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程海霞 北京大學哲學系

江右思想家王塘南哲學思想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魯中明

北京清華大學外語系

肖揚

華中農業大學微生物 海峽兩岸木耳屬（Auricularia）系統學之
國立中興大學
學系
研究
陜西師範大學歷史文 臺海兩岸家族史比較研究－以唐代宗室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院
研究為中心

馮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 國民黨黨務之改造（1950-1952）：兼
國立中興大學
史系
論經濟土地改革

何吉賢 清華大學中文系

臺灣小劇場運動史研究

國立交通大學

民初立法體制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

國家能力、社會資本與公私協力增效：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
臺灣與上海「老人社區照顧政策」的比 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所
較研究

陳勝

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 家庭住房權益維護組織之研究－NGO的
國立政治大學
系
觀點

張祖龑 南京大學歷史系

抗戰時期的「首腦外交」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
北京與臺北社區治理比較分析
理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

杜軼

北京大學中文系

漢語帶「得」的動補式的起源與演變

國立政治大學

朱珠

北京大學中文系

海峽兩岸音韻學教學之比較

國立政治大學

韋禕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民
中國慈善組織立法問題研究
商法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意識形態及詩學形態對翻譯活動的影響 國立中正大學

劉思怡

大學科系之起源及其在中國大陸與臺灣
國立政治大學
的流變

業敏之

王耀才
郭昱

國立政治大學

上海復旦大學政治學 臺灣政治轉型與知識份子的社會角色：
國立政治大學
系
以雷震為個案

荊月新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系

王竹

國立政治大學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 中日合約與1950年代初期遠東國際關係
國立政治大學
系
的形成

鄭硯秋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

余凱

李領臣 南京大學法學院
陳良

備註

公司慈善捐贈的法律規制

國立政治大學

浙江大學控制科學與
基於非平衡模型的精餾過程優化與控制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系

因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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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所屬學校

朱晶

北京大學哲學系

李晨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 九○年代以來臺灣紀錄片的美學發展與
國立清華大學
現當代文學系
社會議題

張華

研究名稱
秋石源流研究

接待學校
國立清華大學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電 卷 積 盲 訊 號 源 分 離 及 其 應 用
國立清華大學
子工程學院
（Convolutive）

湯楊

南京理工大學計算機
micro-pet成像的綜合分析
科學與技術學院

國立陽明大學

袁浩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
宗教組織的政治參與
院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

付文芯

中央戲劇學院戲劇學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導表演創作及教學初 國立臺北藝術
系
探
大學

白哲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義務的邊界－以當前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
投資者和未來投資者的利益衝突與平衡 國立臺灣大學
濟法學院
為視角

劉娜

山東大學社會學系

農村社區養老公共服務的現狀分析與發
國立臺灣大學
展空間研究

程方

合肥工業大學儀器科
奈米級三次元量測儀控制
學與光電工程學院

吳慧穎 廈門大學中文系

閩臺戲曲的傳承與變異

備註

姓名
王玲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
實習學校與實習教師
院

柳延輝

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 塊體金屬玻璃的變新機制與增韌方法的 國立臺灣海洋
所
研究
大學

夏中榮

成都四川大學動物學
中國海龜部分生物學特性之研究
系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集美大學水產學院水
大黃魚遺傳連鎖圖譜的構建
產養殖系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奚本鋒

東南大學材料科學與
淤泥制磚技術研究
工程學院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張洪波

西安理工大學水利水
面向河流健康的水庫調控模式研究
電學院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劉招

西安理工大學水利水
基於風險的水庫汛限水位動態控制
電學院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寧岳

才子文章－呂赫若的文學世界

備註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特殊教
國立臺灣師範
臺灣與大陸幼兒生活故事敘述結構比較
育學系
大學

包學菊 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因故取消

因故取消

淡江大學

唐樺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
社會選擇、審議民主理論與臺灣經驗
院政治系

開南大學

習欣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
日本殖民統治與臺灣近代史
院

實踐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李佳

北京大學中文系

《國語》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陳越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
中國現代語言運動與文學發展的關係
院

國立臺灣大學

田華

中國海洋大學生命科
赤潮毒素與水產品安全檢測新技術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學院

邢志宇 南開大學財務金融系

臺灣金融改革的政策與績效研究

實踐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
學校公共生活與公民品質培養的研究
院

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

王文強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金
金融衍生品與商業銀行風險管理
融工程學

輔仁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
王徵與中西交通史
究所

輔仁大學

代貝

繆因知 北京大學法學院

臺灣證券監理基本法律制度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毛瑞方

郭維真 北京大學法學院

單一制國家下的財政分權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吳淞豫 武漢大學法學院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鍾耀萍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
教師專業成長史研究的理論與實踐
院

接待學校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 氯代自由基化學反應動力學和機理的研
劉坤輝
國立臺灣大學
所
究

張立新

研究名稱

張放放
因故取消

因故取消

所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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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證據合法性研究

重慶師範大學漢語言
《五音集字》及其音系研究
文字學系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

因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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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所屬學校

朱晶

北京大學哲學系

李晨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 九○年代以來臺灣紀錄片的美學發展與
國立清華大學
現當代文學系
社會議題

張華

研究名稱
秋石源流研究

接待學校
國立清華大學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電 卷 積 盲 訊 號 源 分 離 及 其 應 用
國立清華大學
子工程學院
（Convolutive）

湯楊

南京理工大學計算機
micro-pet成像的綜合分析
科學與技術學院

國立陽明大學

袁浩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
宗教組織的政治參與
院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

付文芯

中央戲劇學院戲劇學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導表演創作及教學初 國立臺北藝術
系
探
大學

白哲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義務的邊界－以當前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
投資者和未來投資者的利益衝突與平衡 國立臺灣大學
濟法學院
為視角

劉娜

山東大學社會學系

農村社區養老公共服務的現狀分析與發
國立臺灣大學
展空間研究

程方

合肥工業大學儀器科
奈米級三次元量測儀控制
學與光電工程學院

吳慧穎 廈門大學中文系

閩臺戲曲的傳承與變異

備註

姓名
王玲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
實習學校與實習教師
院

柳延輝

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 塊體金屬玻璃的變新機制與增韌方法的 國立臺灣海洋
所
研究
大學

夏中榮

成都四川大學動物學
中國海龜部分生物學特性之研究
系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集美大學水產學院水
大黃魚遺傳連鎖圖譜的構建
產養殖系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奚本鋒

東南大學材料科學與
淤泥制磚技術研究
工程學院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張洪波

西安理工大學水利水
面向河流健康的水庫調控模式研究
電學院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劉招

西安理工大學水利水
基於風險的水庫汛限水位動態控制
電學院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寧岳

才子文章－呂赫若的文學世界

備註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特殊教
國立臺灣師範
臺灣與大陸幼兒生活故事敘述結構比較
育學系
大學

包學菊 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因故取消

因故取消

淡江大學

唐樺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
社會選擇、審議民主理論與臺灣經驗
院政治系

開南大學

習欣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
日本殖民統治與臺灣近代史
院

實踐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李佳

北京大學中文系

《國語》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陳越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
中國現代語言運動與文學發展的關係
院

國立臺灣大學

田華

中國海洋大學生命科
赤潮毒素與水產品安全檢測新技術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學院

邢志宇 南開大學財務金融系

臺灣金融改革的政策與績效研究

實踐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
學校公共生活與公民品質培養的研究
院

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

王文強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金
金融衍生品與商業銀行風險管理
融工程學

輔仁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
王徵與中西交通史
究所

輔仁大學

代貝

繆因知 北京大學法學院

臺灣證券監理基本法律制度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毛瑞方

郭維真 北京大學法學院

單一制國家下的財政分權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吳淞豫 武漢大學法學院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鍾耀萍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
教師專業成長史研究的理論與實踐
院

接待學校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 氯代自由基化學反應動力學和機理的研
劉坤輝
國立臺灣大學
所
究

張立新

研究名稱

張放放
因故取消

因故取消

所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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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師範大學漢語言
《五音集字》及其音系研究
文字學系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

因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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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
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朱龍興

中原大學設計學研究 走入人群：1930年代的上海美術設 上海師範大學美術
所
計－以魯迅為中心
學院

黃思諭

美和技術學院經營管 海峽兩岸校園網路二手書店消費行
四川大學
理研究所
為比較

趙怡姍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
二形鳳尾蕨之分類研究
學系研究所

備註

姓名

張哲愷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
北派小報的傳播研究
學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物理研
劉宗哲
中微子望遠鏡之能量定標
究所

接待學校

尤淑君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國體攸關：北洋大臣與晚清的對外
中國人民大學
系研究所
交涉

柯佩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
先秦出土文獻與楚文化研究
文學系研究所

張瀞方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 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高科技公司的
北京大學
研究所
田野觀察

何兆華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 人觀、社會與歷史－清水江苗人布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
研究所
的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

林芷瑩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
北京大學

中國科學院

北京大學

祁彪佳的閒賞與忠義：晚明文人兩
中國藝術研究院
類生命情境

林永勝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 工夫論研究：以道教重玄派與北宋
北京大學
學所
理學為核心

劉銘緯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 北京市舊城活化之策略演進與空間
北京清華大學
究所
形態變遷

楊淑君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
陳三立詩歌之研究
學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

顏健富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 誤讀與狂想－論近現代小說的「理
上海復旦大學
學研究所
想視域」

蘇虹菱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
吳文英「懷人」詞及其藝術成就
學研究所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王占璽

巢狀鑲嵌下的「國家與社會關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
係」：中國愛滋防治領域中國際非 北京大學
究所
政府組織與草根組織之連結

鄭涵云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 規則性孔洞奈米材料控制合成之研
北京清華大學
程與環境科學系
究

王善嬿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研 從家庭面向分析中國城市獨生女兒
南京大學
究所
的性別經驗

江雨潔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研 邁向市民社會或國家統合主義？後
上海復旦大學
究所
社會主義時期中國草根組織的發展

張貴閔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 國家、移民、身體：中國城市外來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研究所
人口生育政治

朱曼妮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 閩南方言的韻尾塞音與聲調系統變
廈門大學
研究所
遷的研究

施郁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 戰後國民政府對上海的接收－以敵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史學系研究所
產業處理為中心（1945-1949）

黃國書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 滯後的改革：財政制約下的戶籍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
究所
度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 走出諸侯經濟、邁向區域合作：產
涂秀玲
上海大學
究所
權博奕與江陰－靖江聯動開發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
陳威仰
上海是否為一世界城市
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
邵軒磊
戰後日本中國研究之系譜
究所
李麗華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所

備註

中國科學院

國立中正大學物理研 不同溫度下光吸收引起的溶質傳輸
哈爾濱工業大學
究所
性質研究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
王振邦
倪元璐書法藝術研究
學研究所

研究名稱

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姚一葦大陸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
林淑慧
時期文學創作／批評觀念的形塑與 廈門大學
學研究所
實踐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 「陸棲性」水螟之起源與造巢策略
施禮正
南開大學
學系研究所
之演化
柯喬文

所屬學校

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金融FDI」經濟意涵之研究－以
北京大學
中國銀行開放外人直接投資為例

因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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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
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朱龍興

中原大學設計學研究 走入人群：1930年代的上海美術設 上海師範大學美術
所
計－以魯迅為中心
學院

黃思諭

美和技術學院經營管 海峽兩岸校園網路二手書店消費行
四川大學
理研究所
為比較

趙怡姍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
二形鳳尾蕨之分類研究
學系研究所

備註

姓名

張哲愷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
北派小報的傳播研究
學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物理研
劉宗哲
中微子望遠鏡之能量定標
究所

接待學校

尤淑君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國體攸關：北洋大臣與晚清的對外
中國人民大學
系研究所
交涉

柯佩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
先秦出土文獻與楚文化研究
文學系研究所

張瀞方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 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高科技公司的
北京大學
研究所
田野觀察

何兆華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 人觀、社會與歷史－清水江苗人布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
研究所
的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

林芷瑩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
北京大學

中國科學院

北京大學

祁彪佳的閒賞與忠義：晚明文人兩
中國藝術研究院
類生命情境

林永勝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 工夫論研究：以道教重玄派與北宋
北京大學
學所
理學為核心

劉銘緯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 北京市舊城活化之策略演進與空間
北京清華大學
究所
形態變遷

楊淑君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
陳三立詩歌之研究
學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

顏健富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 誤讀與狂想－論近現代小說的「理
上海復旦大學
學研究所
想視域」

蘇虹菱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
吳文英「懷人」詞及其藝術成就
學研究所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王占璽

巢狀鑲嵌下的「國家與社會關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
係」：中國愛滋防治領域中國際非 北京大學
究所
政府組織與草根組織之連結

鄭涵云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 規則性孔洞奈米材料控制合成之研
北京清華大學
程與環境科學系
究

王善嬿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研 從家庭面向分析中國城市獨生女兒
南京大學
究所
的性別經驗

江雨潔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研 邁向市民社會或國家統合主義？後
上海復旦大學
究所
社會主義時期中國草根組織的發展

張貴閔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 國家、移民、身體：中國城市外來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研究所
人口生育政治

朱曼妮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 閩南方言的韻尾塞音與聲調系統變
廈門大學
研究所
遷的研究

施郁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 戰後國民政府對上海的接收－以敵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史學系研究所
產業處理為中心（1945-1949）

黃國書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 滯後的改革：財政制約下的戶籍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
究所
度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 走出諸侯經濟、邁向區域合作：產
涂秀玲
上海大學
究所
權博奕與江陰－靖江聯動開發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
陳威仰
上海是否為一世界城市
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
邵軒磊
戰後日本中國研究之系譜
究所
李麗華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所

備註

中國科學院

國立中正大學物理研 不同溫度下光吸收引起的溶質傳輸
哈爾濱工業大學
究所
性質研究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
王振邦
倪元璐書法藝術研究
學研究所

研究名稱

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姚一葦大陸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
林淑慧
時期文學創作／批評觀念的形塑與 廈門大學
學研究所
實踐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 「陸棲性」水螟之起源與造巢策略
施禮正
南開大學
學系研究所
之演化
柯喬文

所屬學校

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金融FDI」經濟意涵之研究－以
北京大學
中國銀行開放外人直接投資為例

因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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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獎補助要點
■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補助辦理兩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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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活動作業要點
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學歷、經歷等）。

備註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一 次 委 員 會 議 通 過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
孫菩蔚 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 唐代川西地區佛教摩崖造像研究
所
王鵬惠

尚榮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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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視覺再現之人類
雲南大學
系
學研究

因故取消

５、民間團體應附依法設立或登記之

民國九十年八月三十一日第四十一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證明文件影本。（港、澳及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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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免附）

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六日第五十四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北京清華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 從「士」到「知識份子」的轉型－
浙江大學
系研究所
以章士釗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
20至30年代上海漫畫研究
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張淑萍
漢語方言的顎化現象研究
文學系研究所
萬雅筑

７、邀請大陸團體或專業人士來臺交
邀赴大陸進行交流之活動，則需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 20世紀20至50年代四川社會經濟文
王超然
西南民族大學
系
化的變遷研究

陳德馨

文大綱或摘要。

北京大學

（二）申請人為個人者應備之文件：

岸交流，並協助辦理兩岸交流活動，特訂

１、個人學、經歷資料。

定本要點。

２、研究計畫書（包括主題、內容、

二、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之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

因故取消

３、研究經費預算表。

為辦理兩岸交流活動，得依本要點向本會

４、是否向其他機關（構）、團體申

申請補助；港、澳及國外地區之人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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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應備文件：
（一） 申請人為機關（構）、團體者應備

中國社會科學院

之文件：
１、活動計畫書（包括活動名稱、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由「商務官報」看清政府之經濟情
上海復旦大學
史學系
報網（1906-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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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栩菲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
陳洪綬繪畫藝術之研究
形藝術研究所

蔡祝青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 國體、身體、文體：中國現代小說
北京大學
究所
的情感結構（1895-1912）

黃志杰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
江西贛南客家圍屋調查研究
古蹟維護系

上海博物館

贛南師範學院

接待機構或學校、研究期程）。

（構），及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民間團體，

於活動前提出申請。
上海大學

附大陸邀請單位之邀請函影本。

妥善運用基金，以推動大陸政策，促進兩

構、民間團體辦理兩岸交流活動或來臺從

黃崇凱

６、學術研討會需附研討會議程及論

流者，應附我方邀請函影本；應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 由零件供應商觀點看協調成本及協
上海復旦大學
業學系
調能力對公司間關係的影響

楊俊峰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 8至11世紀官吏與祠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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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97年2月25日陸文字第0970001669號函核定

以市場化角度分析中國市民社會的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
陳啟倫
發展現況－以北京市的新型社區契 北京清華大學
展研究所
約化「物業管理模式」為例
戴凡真

得補助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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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 整合性海岸地區管理評估指標之研
廈門大學
境資源學研究所
究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
高汪瑜
課稅管轄權之研究
究所

４、該活動是否向其他機關申請或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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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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獎補助要點
■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補助辦理兩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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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活動作業要點
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學歷、經歷等）。

備註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一 次 委 員 會 議 通 過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
孫菩蔚 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 唐代川西地區佛教摩崖造像研究
所
王鵬惠

尚榮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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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視覺再現之人類
雲南大學
系
學研究

因故取消

５、民間團體應附依法設立或登記之

民國九十年八月三十一日第四十一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證明文件影本。（港、澳及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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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免附）

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六日第五十四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北京清華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 從「士」到「知識份子」的轉型－
浙江大學
系研究所
以章士釗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
20至30年代上海漫畫研究
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張淑萍
漢語方言的顎化現象研究
文學系研究所
萬雅筑

７、邀請大陸團體或專業人士來臺交
邀赴大陸進行交流之活動，則需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 20世紀20至50年代四川社會經濟文
王超然
西南民族大學
系
化的變遷研究

陳德馨

文大綱或摘要。

北京大學

（二）申請人為個人者應備之文件：

岸交流，並協助辦理兩岸交流活動，特訂

１、個人學、經歷資料。

定本要點。

２、研究計畫書（包括主題、內容、

二、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之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

因故取消

３、研究經費預算表。

為辦理兩岸交流活動，得依本要點向本會

４、是否向其他機關（構）、團體申

申請補助；港、澳及國外地區之人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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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應備文件：
（一） 申請人為機關（構）、團體者應備

中國社會科學院

之文件：
１、活動計畫書（包括活動名稱、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由「商務官報」看清政府之經濟情
上海復旦大學
史學系
報網（1906-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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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栩菲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
陳洪綬繪畫藝術之研究
形藝術研究所

蔡祝青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 國體、身體、文體：中國現代小說
北京大學
究所
的情感結構（1895-1912）

黃志杰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
江西贛南客家圍屋調查研究
古蹟維護系

上海博物館

贛南師範學院

接待機構或學校、研究期程）。

（構），及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民間團體，

於活動前提出申請。
上海大學

附大陸邀請單位之邀請函影本。

妥善運用基金，以推動大陸政策，促進兩

構、民間團體辦理兩岸交流活動或來臺從

黃崇凱

６、學術研討會需附研討會議程及論

流者，應附我方邀請函影本；應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 由零件供應商觀點看協調成本及協
上海復旦大學
業學系
調能力對公司間關係的影響

楊俊峰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 8至11世紀官吏與祠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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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97年2月25日陸文字第0970001669號函核定

以市場化角度分析中國市民社會的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
陳啟倫
發展現況－以北京市的新型社區契 北京清華大學
展研究所
約化「物業管理模式」為例
戴凡真

得補助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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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 整合性海岸地區管理評估指標之研
廈門大學
境資源學研究所
究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
高汪瑜
課稅管轄權之研究
究所

４、該活動是否向其他機關申請或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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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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補助大陸地區專

育專業造詣，取得省級以上證明，

外傷害醫療及疾病住院醫療費。依

間完成講學或研究者，延攬單位應徵得本

業人士來臺講學及研究作業要點

或於最近五年內參加省級以上或相

來臺天數，每人投保肆佰萬元新臺

會書面同意後，方得延至下一會計年度辦

當等級之競賽，獲得前三名，並能

幣保險費核算（延攬單位應以要保

理。

提出證明者。

人身分代辦投保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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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以在學期期

前項經費補助人數、項目及期程，本會依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六日第二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間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須在寒、暑假期

實際需求核定。鐘點費或研究工作費及生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間講學者，應敘明必要之理由。

活費所得，由其延攬單位依有關法規，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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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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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請案每年辦理兩次。申請人應於每年一

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四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或七月一日至八月

七、補助經費分兩期撥付。第一期款於簽約

請入境事宜，須依據「大陸地區人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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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日備齊下列文件各二份，交由延攬

後，由延攬單位於受補助人確定來臺二週

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專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八日第五十八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單位統一造冊向本會提出申請︰

前，檢具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受補助人入境

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有
關規定辦理。

繳受補助人之所得稅。

十一、接受本會補助來臺講學或研究者，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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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名冊（由延攬單位統一造冊）。

之核准文件影本及補助經費三分之二款額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97年2月25日陸文字第0970001669號函核定

（二）申請表。

之領據請領。第二期款於講學或研究結束

十二、受補助人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如違反本

（三）講學或研究計畫書（申請人填寫）。

後一個月內（惟最遲須於講學或研究當年

要點或相關規定或從事與許可入境事由

。
（四）延攬單位延攬計畫（延攬單位填寫）

會計年度終了前），檢具下列文件請領，

不符之活動者，本會得撤銷或終止補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五）學經歷證明文件、專利證明、專門

並辦理核銷手續︰

助，並依相關法規處理。

促進兩岸學術人才交流，特訂定本作業要

職業或專業技術證明等文件影印

點。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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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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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傳習或教練；所稱「研究」，係指來

本會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

臺參與臺灣地區一所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

前，公布審查結果。

機構主持之專案研究計畫。

六、補助經費項目如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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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講學或研究成果報告（延攬單位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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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為在學術、教育、科技、

（一）機票費：按實際往返地點經濟艙票

票票根影本核銷者，則必須另附延

體育、文化、藝術及民俗技藝等領域具有

價計算，其經費上限由本會另訂

攬單位出具之無法取得單據支出證

專業造詣，年齡在七十歲以下，身心健康

之。但不包括大陸地區內陸交通

明。

之大陸地區學者專家，並具備下列資格之

費、行李托運費、機場稅等有關費

（五）保險公司出具之保險費收據正本。

一者︰

用。

（六）受補助人簽收之生活費、鐘點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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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活費︰每日補助新臺幣壹仟肆佰
伍拾元。

研究工作費領（收）據。
申請人於來臺講學（或研究）同一期間，

育等專業性大學或重要研究機構專

（三）鐘點費或研究工作費︰每小時新臺

同時向本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補

任教授（研究員）或副教授（副研

幣柒佰玖拾伍元（依教育部規定之

（獎）助來臺灣地區講學、研究或從事其

究員），並於最近五年內發表重要

教授鐘點費支付，得依年度彈性調

他活動並獲同意者，本會得視其補（獎）

著作或在國際學術界獲有殊榮者。

整）。每人每月最高補助十六小

助情形，核定補助項目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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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四）證照費：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繳納之來臺旅行證費用。
（五）保險費︰包括意外身故及殘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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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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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補助大陸地區專

育專業造詣，取得省級以上證明，

外傷害醫療及疾病住院醫療費。依

間完成講學或研究者，延攬單位應徵得本

業人士來臺講學及研究作業要點

或於最近五年內參加省級以上或相

來臺天數，每人投保肆佰萬元新臺

會書面同意後，方得延至下一會計年度辦

當等級之競賽，獲得前三名，並能

幣保險費核算（延攬單位應以要保

理。

提出證明者。

人身分代辦投保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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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以在學期期

前項經費補助人數、項目及期程，本會依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六日第二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間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須在寒、暑假期

實際需求核定。鐘點費或研究工作費及生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間講學者，應敘明必要之理由。

活費所得，由其延攬單位依有關法規，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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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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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請案每年辦理兩次。申請人應於每年一

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四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或七月一日至八月

七、補助經費分兩期撥付。第一期款於簽約

請入境事宜，須依據「大陸地區人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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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日備齊下列文件各二份，交由延攬

後，由延攬單位於受補助人確定來臺二週

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專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八日第五十八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單位統一造冊向本會提出申請︰

前，檢具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受補助人入境

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有
關規定辦理。

繳受補助人之所得稅。

十一、接受本會補助來臺講學或研究者，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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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名冊（由延攬單位統一造冊）。

之核准文件影本及補助經費三分之二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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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表。

之領據請領。第二期款於講學或研究結束

十二、受補助人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如違反本

（三）講學或研究計畫書（申請人填寫）。

後一個月內（惟最遲須於講學或研究當年

要點或相關規定或從事與許可入境事由

。
（四）延攬單位延攬計畫（延攬單位填寫）

會計年度終了前），檢具下列文件請領，

不符之活動者，本會得撤銷或終止補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五）學經歷證明文件、專利證明、專門

並辦理核銷手續︰

助，並依相關法規處理。

促進兩岸學術人才交流，特訂定本作業要

職業或專業技術證明等文件影印

點。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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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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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傳習或教練；所稱「研究」，係指來

本會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

臺參與臺灣地區一所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

前，公布審查結果。

機構主持之專案研究計畫。

六、補助經費項目如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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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講學或研究成果報告（延攬單位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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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為在學術、教育、科技、

（一）機票費：按實際往返地點經濟艙票

票票根影本核銷者，則必須另附延

體育、文化、藝術及民俗技藝等領域具有

價計算，其經費上限由本會另訂

攬單位出具之無法取得單據支出證

專業造詣，年齡在七十歲以下，身心健康

之。但不包括大陸地區內陸交通

明。

之大陸地區學者專家，並具備下列資格之

費、行李托運費、機場稅等有關費

（五）保險公司出具之保險費收據正本。

一者︰

用。

（六）受補助人簽收之生活費、鐘點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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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活費︰每日補助新臺幣壹仟肆佰
伍拾元。

研究工作費領（收）據。
申請人於來臺講學（或研究）同一期間，

育等專業性大學或重要研究機構專

（三）鐘點費或研究工作費︰每小時新臺

同時向本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補

任教授（研究員）或副教授（副研

幣柒佰玖拾伍元（依教育部規定之

（獎）助來臺灣地區講學、研究或從事其

究員），並於最近五年內發表重要

教授鐘點費支付，得依年度彈性調

他活動並獲同意者，本會得視其補（獎）

著作或在國際學術界獲有殊榮者。

整）。每人每月最高補助十六小

助情形，核定補助項目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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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四）證照費：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繳納之來臺旅行證費用。
（五）保險費︰包括意外身故及殘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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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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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特殊才能之專業人士，於最近五

申請案件依申請人學術或專業成就、講學

（三）來回機票存根正本、航空公司購票

年內正式出版與講學課程有關之專

計畫、大陸地區學校或機構提供之相關待

證明（或旅行同業公會統一印製之

書、代表性著作或在相關專業領域

遇及是否符合本會規劃方向等進行審查，

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及旅行平安

之造詣能提出證明者。

並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

保險費收據正本。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四、赴大陸地區學校講學，以在學期期間為原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則，如有特殊情形須在寒、暑假期間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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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應敘明必要之理由。

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四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五、申請人之講學主題應符合本會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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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他主題如能呈現臺灣地區學術特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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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此限。本會規劃方向訂於每次申請案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五十一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開始受理二個月前公布。

前，公布審查結果。

（四）辦理證照費用收據正本。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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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機場稅須檢附收據正本。
（五）受補助人簽收之領據。

價計算，但不包括行李托運費及大

申請人於赴大陸地區講學同一期間，同時

陸地區內陸交通費。

向本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補

（二）生活費：每個月新臺幣貳萬伍仟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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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八日第五十八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六、申請案每年辦理兩次。申請人應於每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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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或七月一日至八月

（四）證照費：辦理護照及出入境費用。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97年2月25日陸文字第0970001669號函核定

三十一日依下列方式提出申請：

（五）保險費：依赴大陸地區之天數，每

於本會核定同意補助之該年度內完成講學

人投保新臺幣肆佰萬元之保險費核

活動，不得申請延期到下一會計年度辦

算。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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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材講義費：新臺幣壹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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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齊下列文件，由所屬學校或機構統

前項經費補助人數、項目及期程，本會依

十一、依本要點從事講學，如涉有請假、職務

鼓勵兩岸學術人才交流，提升兩岸學術水

一造冊並備函（由首長署名）提出

實際需求核定，並由所屬學校或機構依有

代理、薪資等問題，應由受補助人自行

準，促進兩岸良性互動，特訂定本要點。

申請：

關法規，扣繳受補助人之所得稅。

徵得所屬學校或機構之同意，並自行辦

二、本要點所稱「講學」，係指赴大陸地區重

１、申請名冊（由所屬單位統一造

八、受補助人赴大陸地區講學，講學期程不得

理。

點大學及列入大陸地區二一一工程之省級

冊）。

少於三星期，在講學期間以在大陸地區連

十二、受補助人赴大陸地區講學，其申請出入

大學、藝術及體育等專業性大學或重要學

２、申請表格。

續停留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需中途回

境事宜，依據「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

術研究機構，定點開設三星期以上課程或

３、講學計畫書。

臺，應述明理由，報請本會同意。中途回

地區許可辦法」有關規定，自行辦理。

專題講座，但不得擔任專職教師。

４、大陸地區重點大學（院、系、

臺之所有費用自理，並視回臺日數，按日

三、申請人須具下列資格之一：

所）及列入大陸地區二一一工程

扣除相關費用。

（一）現任臺灣地區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

之省級大學、藝術及體育等專業

九、受補助人應於回臺後一個月內（惟最遲須

機構專任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或

性大學（院、系、所）或重要學

於講學當年會計年度終了前），檢具下列

相當職級以上職務，於最近五年內

術研究機構，出具之邀請或同意

文件，交由所屬學校或機構函送本會辦理

正式出版與講學課程有關之專書

文件及提供待遇說明。

撥款及核銷（非屬學校或機構之學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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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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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以上職務，且年

（二）非屬學校或機構學者專家，個別函

齡在七十歲以下之退休人員，於最

送本會申請，其申請文件除免備申

近五年內正式出版與講學課程有關

請名冊外，其餘均同第一款各項文

之專書（不包括主編或翻譯著作）

件。

或三年內在重要學術刊物發表相關
論文者。

家，得個別函送本會）：
（一）講學心得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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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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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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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特殊才能之專業人士，於最近五

申請案件依申請人學術或專業成就、講學

（三）來回機票存根正本、航空公司購票

年內正式出版與講學課程有關之專

計畫、大陸地區學校或機構提供之相關待

證明（或旅行同業公會統一印製之

書、代表性著作或在相關專業領域

遇及是否符合本會規劃方向等進行審查，

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及旅行平安

之造詣能提出證明者。

並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

保險費收據正本。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四、赴大陸地區學校講學，以在學期期間為原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則，如有特殊情形須在寒、暑假期間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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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應敘明必要之理由。

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四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五、申請人之講學主題應符合本會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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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他主題如能呈現臺灣地區學術特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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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此限。本會規劃方向訂於每次申請案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五十一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開始受理二個月前公布。

前，公布審查結果。

（四）辦理證照費用收據正本。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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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機場稅須檢附收據正本。
（五）受補助人簽收之領據。

價計算，但不包括行李托運費及大

申請人於赴大陸地區講學同一期間，同時

陸地區內陸交通費。

向本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補

（二）生活費：每個月新臺幣貳萬伍仟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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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八日第五十八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六、申請案每年辦理兩次。申請人應於每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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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或七月一日至八月

（四）證照費：辦理護照及出入境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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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依下列方式提出申請：

（五）保險費：依赴大陸地區之天數，每

於本會核定同意補助之該年度內完成講學

人投保新臺幣肆佰萬元之保險費核

活動，不得申請延期到下一會計年度辦

算。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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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材講義費：新臺幣壹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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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齊下列文件，由所屬學校或機構統

前項經費補助人數、項目及期程，本會依

十一、依本要點從事講學，如涉有請假、職務

鼓勵兩岸學術人才交流，提升兩岸學術水

一造冊並備函（由首長署名）提出

實際需求核定，並由所屬學校或機構依有

代理、薪資等問題，應由受補助人自行

準，促進兩岸良性互動，特訂定本要點。

申請：

關法規，扣繳受補助人之所得稅。

徵得所屬學校或機構之同意，並自行辦

二、本要點所稱「講學」，係指赴大陸地區重

１、申請名冊（由所屬單位統一造

八、受補助人赴大陸地區講學，講學期程不得

理。

點大學及列入大陸地區二一一工程之省級

冊）。

少於三星期，在講學期間以在大陸地區連

十二、受補助人赴大陸地區講學，其申請出入

大學、藝術及體育等專業性大學或重要學

２、申請表格。

續停留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需中途回

境事宜，依據「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

術研究機構，定點開設三星期以上課程或

３、講學計畫書。

臺，應述明理由，報請本會同意。中途回

地區許可辦法」有關規定，自行辦理。

專題講座，但不得擔任專職教師。

４、大陸地區重點大學（院、系、

臺之所有費用自理，並視回臺日數，按日

三、申請人須具下列資格之一：

所）及列入大陸地區二一一工程

扣除相關費用。

（一）現任臺灣地區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

之省級大學、藝術及體育等專業

九、受補助人應於回臺後一個月內（惟最遲須

機構專任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或

性大學（院、系、所）或重要學

於講學當年會計年度終了前），檢具下列

相當職級以上職務，於最近五年內

術研究機構，出具之邀請或同意

文件，交由所屬學校或機構函送本會辦理

正式出版與講學課程有關之專書

文件及提供待遇說明。

撥款及核銷（非屬學校或機構之學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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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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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以上職務，且年

（二）非屬學校或機構學者專家，個別函

齡在七十歲以下之退休人員，於最

送本會申請，其申請文件除免備申

近五年內正式出版與講學課程有關

請名冊外，其餘均同第一款各項文

之專書（不包括主編或翻譯著作）

件。

或三年內在重要學術刊物發表相關
論文者。

家，得個別函送本會）：
（一）講學心得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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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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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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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布審查結果。
六、獎助經費項目如下列：

流看法、結語與建議。字數以五千
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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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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機票費：按實際往返地點經濟艙票

申請人於來臺研究同一期間，同時向本

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九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價計算，其經費上限由本會另訂

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補（獎）

十、受獎助人來臺研究者其申請入境事宜，依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之。但不包括大陸地區內陸交通費

助來臺研究或從事其他活動並獲同意者，

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日第二十六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及行李托運費。

本會得視其補（獎）助情形，核定獎助項

法」及「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

目及經費。

活動許可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二）生活費：每月新臺幣貳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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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資料費：每人新臺幣貳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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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臺灣地區教授指導費：每月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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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97年2月25日陸文字第0970001669號函核定

八、本獎助以會計年度為準，受獎助人應於本

十一、受獎助人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如有違反

會核准同意獎助之當年度內完成研究。研

本要點或相關規定或從事與許可入境事

究期程不得少於一個月。獎助人如有特殊

由不符之活動者，本會得撤銷或終止獎

（五）學校學生宿舍費：核實報支。

原因，無法於前項期間完成研究者，接待

助，並依相關法規處理。

（六）證照費：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學校應徵得本會書面同意後，得延至下一

參仟元。

繳納之來臺旅行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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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保險費：依來臺之天數，以每人投
保新臺幣肆佰萬之保險費核算。

博、碩士研究生來臺研究，促進兩岸青年

前項經費獎助人數、項目及期程，依本會

學術交流，特訂定本要點。

實際需求核定。生活補助費，依財政部函

二、本要點所稱「研究」係指來臺進行與所學

釋，無須扣繳所得稅。

專業相關之修習或資料蒐集。但不得依本

七、獎助經費分兩期撥付。第一期款由接待學

要點要求在臺灣地區之大學院校修習學分

校與本會辦理簽約後，於受獎人確定來臺

或取得學位。

研究二週前，由學校檢附三分之二獎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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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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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接待學校出
具）。

五、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各二份，由在臺接

（二）來回機票票根正本、購票證明及受

待之大學校院備函（由校長署名）代向本

獎助人簽收之機票費領據（若以機

會提出申請：

票票根影本核銷者，必須另附接待

（一）申請表（由申請人親自填寫）。

學校出具之無法取得單據支出證

（二）在學證明。

明）。

（三）研究計畫書。

（三）保險費收據。

（四）碩士或大學學位證明文件影本及其

（四）學校開立之住宿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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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以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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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年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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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獎助大陸地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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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布審查結果。
六、獎助經費項目如下列：

流看法、結語與建議。字數以五千
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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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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機票費：按實際往返地點經濟艙票

申請人於來臺研究同一期間，同時向本

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九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價計算，其經費上限由本會另訂

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補（獎）

十、受獎助人來臺研究者其申請入境事宜，依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之。但不包括大陸地區內陸交通費

助來臺研究或從事其他活動並獲同意者，

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日第二十六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及行李托運費。

本會得視其補（獎）助情形，核定獎助項

法」及「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

目及經費。

活動許可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二）生活費：每月新臺幣貳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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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資料費：每人新臺幣貳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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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臺灣地區教授指導費：每月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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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97年2月25日陸文字第0970001669號函核定

八、本獎助以會計年度為準，受獎助人應於本

十一、受獎助人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如有違反

會核准同意獎助之當年度內完成研究。研

本要點或相關規定或從事與許可入境事

究期程不得少於一個月。獎助人如有特殊

由不符之活動者，本會得撤銷或終止獎

（五）學校學生宿舍費：核實報支。

原因，無法於前項期間完成研究者，接待

助，並依相關法規處理。

（六）證照費：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學校應徵得本會書面同意後，得延至下一

參仟元。

繳納之來臺旅行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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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保險費：依來臺之天數，以每人投
保新臺幣肆佰萬之保險費核算。

博、碩士研究生來臺研究，促進兩岸青年

前項經費獎助人數、項目及期程，依本會

學術交流，特訂定本要點。

實際需求核定。生活補助費，依財政部函

二、本要點所稱「研究」係指來臺進行與所學

釋，無須扣繳所得稅。

專業相關之修習或資料蒐集。但不得依本

七、獎助經費分兩期撥付。第一期款由接待學

要點要求在臺灣地區之大學院校修習學分

校與本會辦理簽約後，於受獎人確定來臺

或取得學位。

研究二週前，由學校檢附三分之二獎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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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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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接待學校出
具）。

五、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各二份，由在臺接

（二）來回機票票根正本、購票證明及受

待之大學校院備函（由校長署名）代向本

獎助人簽收之機票費領據（若以機

會提出申請：

票票根影本核銷者，必須另附接待

（一）申請表（由申請人親自填寫）。

學校出具之無法取得單據支出證

（二）在學證明。

明）。

（三）研究計畫書。

（三）保險費收據。

（四）碩士或大學學位證明文件影本及其

（四）學校開立之住宿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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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以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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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年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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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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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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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七）大陸地區接待學校（院、系、所）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或學術研究機構副教授或副研究員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日第二十六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以上一人同意指導研究之同意函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須註明工作單位、職稱、住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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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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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97年2月25日陸文字第0970001669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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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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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陸地區接待學校（院、系、所）

括行程紀要、研究心得、對兩岸交

或學術研究機構出具之邀請函。

流看法、結語與建議。字數以五千

本會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

字為原則。）

前，公布審查結果。

申請人於赴大陸地區研究同一期間，同時

六、獎助經費項目如下：

向本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獎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一）機票費：按實際往返地點經濟艙票

（補）助赴大陸地區研究者或從事其他活

鼓勵大學校院博、碩士研究生赴大陸地區

價計算，但不包括大陸地區內陸交

動並獲同意者，本會得視其獎（補）助情

研究（不含港、澳地區），促進兩岸青年

通費及行李托運費。

形，核定獎助項目及經費。 受獎助人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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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活費：每個月新臺幣貳萬元。

成學位論文後，應函送本會三冊，以供參

（三）資料費：每人新臺幣貳萬元。

考。

（四）大陸地區教授指導費：每個月新臺
幣參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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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學術研究機構進行與撰寫學位論文有

（五）證照費：辦理護照及出入境費用。

究期程不得少於一個月，且不得申請延期

關之修習或資料蒐集，但不得依本要點在

（六）保險費：依赴大陸地區之天數，以

至下一會計年度辦理。若因故不能赴大陸

每人投保新臺幣肆佰萬元之保險費

地區研究，應於事前由所屬學校以書面告

核算。

知本會，並返還已領之全部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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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經費獎助人數、項目及期程，本會依
實際需求核定。

一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或七月一日至八

七、獎助經費分兩期撥付。第一期款由所屬學

月三十一日由其所屬學校代為申請。每人

校與本會辦理簽約後，於受獎助人確定赴

限申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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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地區研究日期後，由學校檢附三分之

十、受獎助人赴大陸地區研究，在獎助研究期

五、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各兩份，由所屬學

二獎助經費之領據請領並轉發，第二期款

間應連續在大陸地區停留，如有特殊情形

校統一彙整造冊並備函（由校長署名）代

於研究結束後一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提

須中途回臺，應述明理由，報請所屬學校

向本會提出申請：

交學校彙整後請領，並辦理核銷手續：

校長同意，並副知本會。中途回臺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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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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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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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辦理證照及出入境費用收據正本及

入出境事宜，依據「臺灣地區人民進入

進出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證照影本

大陸地區許可辦法」有關規定，自行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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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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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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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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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七）大陸地區接待學校（院、系、所）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或學術研究機構副教授或副研究員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日第二十六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以上一人同意指導研究之同意函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須註明工作單位、職稱、住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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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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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97年2月25日陸文字第0970001669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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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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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陸地區接待學校（院、系、所）

括行程紀要、研究心得、對兩岸交

或學術研究機構出具之邀請函。

流看法、結語與建議。字數以五千

本會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

字為原則。）

前，公布審查結果。

申請人於赴大陸地區研究同一期間，同時

六、獎助經費項目如下：

向本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獎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一）機票費：按實際往返地點經濟艙票

（補）助赴大陸地區研究者或從事其他活

鼓勵大學校院博、碩士研究生赴大陸地區

價計算，但不包括大陸地區內陸交

動並獲同意者，本會得視其獎（補）助情

研究（不含港、澳地區），促進兩岸青年

通費及行李托運費。

形，核定獎助項目及經費。 受獎助人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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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活費：每個月新臺幣貳萬元。

成學位論文後，應函送本會三冊，以供參

（三）資料費：每人新臺幣貳萬元。

考。

（四）大陸地區教授指導費：每個月新臺
幣參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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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學術研究機構進行與撰寫學位論文有

（五）證照費：辦理護照及出入境費用。

究期程不得少於一個月，且不得申請延期

關之修習或資料蒐集，但不得依本要點在

（六）保險費：依赴大陸地區之天數，以

至下一會計年度辦理。若因故不能赴大陸

每人投保新臺幣肆佰萬元之保險費

地區研究，應於事前由所屬學校以書面告

核算。

知本會，並返還已領之全部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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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經費獎助人數、項目及期程，本會依
實際需求核定。

一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或七月一日至八

七、獎助經費分兩期撥付。第一期款由所屬學

月三十一日由其所屬學校代為申請。每人

校與本會辦理簽約後，於受獎助人確定赴

限申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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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地區研究日期後，由學校檢附三分之

十、受獎助人赴大陸地區研究，在獎助研究期

五、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各兩份，由所屬學

二獎助經費之領據請領並轉發，第二期款

間應連續在大陸地區停留，如有特殊情形

校統一彙整造冊並備函（由校長署名）代

於研究結束後一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提

須中途回臺，應述明理由，報請所屬學校

向本會提出申請：

交學校彙整後請領，並辦理核銷手續：

校長同意，並副知本會。中途回臺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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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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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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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辦理證照及出入境費用收據正本及

入出境事宜，依據「臺灣地區人民進入

進出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證照影本

大陸地區許可辦法」有關規定，自行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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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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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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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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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兩岸新聞報導獎
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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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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請文件：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第十七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一）申請表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第十七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貳萬元及獎座乙座，佳作每名各頒獎牌乙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廿一日第廿四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二）申請獎助之著作（預訂在大陸出版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廿六日第廿三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面。

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一日第三十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之稿件或已在大陸出版之版本）三

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廿四日第廿八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五、本報導獎自受理報名時起，至頒獎結束之

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四十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份。

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廿九日第三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期間，為擴大活動之宣傳報導，參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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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著作人應授權本會無償使用；且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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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作品亦得由本會日後非營利無償使用。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五十一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三）民間機構申請時應附公司執照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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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登記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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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接受委託代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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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97年2月25日陸文字第0970001669號函核定

（五）經轉讓取得著作財產權者應附轉讓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七十九次管理會委員會議修正

契約書影本。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97年2月25日陸文字第0970001669號函核定

六、審查方式：由本會聘請專家學者進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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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查。
七、本獎助分甲、乙兩級。獎助額度：

鼓勵新聞從業人員加強對兩岸關係暨大

（不含港、澳地區）出版發行圖書，以反

（一）甲級：單本著作每本獎助新臺幣十

陸、港澳新聞之報導，提升新聞品質，以

映臺灣地區學術及社會發展經驗，加強大

萬元。套書依冊數獎助，但每套不

增進國際及民眾對兩岸關係暨大陸、港澳

陸民眾對 臺 灣 地 區 之 認 識 ， 特 訂 定 本 要

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

現狀與發展之認識，設置兩岸新聞報導獎

點。

（二）乙級：單本著作每本獎助新臺幣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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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元。套書依冊數獎助，但每套不
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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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獎助經費由本會依有關法規扣繳受獎

（一）報紙新聞報導獎

助人之所得稅。

（二）報紙專題報導獎

八、經核定獎助，已在大陸地區出版者，申請

（三）廣播新聞報導獎

（二）為十萬字以上之中文著作。

人應憑領據向本會請款；尚未在大陸地區

（四）廣播專題報導獎

（三）寫作完竣（含已在臺灣地區出版或

出版者，申請人應檢附在大陸地區出版版

（五）電視新聞報導獎

未出版著作）且未於大陸地區出版

本著作二冊（套）及領據向本會請款。

（六）電視專題報導獎

發行者或已在大陸地區發行兩年以

經核定獎助尚未於大陸地區出版之著作，

（七）雜誌報導獎

內者。

在大陸出版版本與申請獎助稿件內容有顯

（八）新聞攝影獎（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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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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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凡為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設立新聞事業之專
職新聞從業人員，其在一年內（前一年七

九、經核定獎助尚未於大陸地區出版之著作，

月一日至當年六月三十日）所發表之作

於核定之日起二年內未正式於大陸地區出

品，符合本要點設立之宗旨者，皆可於每

版發行者，應撤銷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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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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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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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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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兩岸新聞報導獎
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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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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請文件：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第十七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一）申請表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第十七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貳萬元及獎座乙座，佳作每名各頒獎牌乙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廿一日第廿四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二）申請獎助之著作（預訂在大陸出版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廿六日第廿三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面。

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一日第三十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之稿件或已在大陸出版之版本）三

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廿四日第廿八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五、本報導獎自受理報名時起，至頒獎結束之

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四十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份。

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廿九日第三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期間，為擴大活動之宣傳報導，參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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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著作人應授權本會無償使用；且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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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作品亦得由本會日後非營利無償使用。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五十一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三）民間機構申請時應附公司執照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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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登記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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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接受委託代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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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97年2月25日陸文字第0970001669號函核定

（五）經轉讓取得著作財產權者應附轉讓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七十九次管理會委員會議修正

契約書影本。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97年2月25日陸文字第0970001669號函核定

六、審查方式：由本會聘請專家學者進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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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查。
七、本獎助分甲、乙兩級。獎助額度：

鼓勵新聞從業人員加強對兩岸關係暨大

（不含港、澳地區）出版發行圖書，以反

（一）甲級：單本著作每本獎助新臺幣十

陸、港澳新聞之報導，提升新聞品質，以

映臺灣地區學術及社會發展經驗，加強大

萬元。套書依冊數獎助，但每套不

增進國際及民眾對兩岸關係暨大陸、港澳

陸民眾對 臺 灣 地 區 之 認 識 ， 特 訂 定 本 要

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

現狀與發展之認識，設置兩岸新聞報導獎

點。

（二）乙級：單本著作每本獎助新臺幣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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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元。套書依冊數獎助，但每套不
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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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獎助經費由本會依有關法規扣繳受獎

（一）報紙新聞報導獎

助人之所得稅。

（二）報紙專題報導獎

八、經核定獎助，已在大陸地區出版者，申請

（三）廣播新聞報導獎

（二）為十萬字以上之中文著作。

人應憑領據向本會請款；尚未在大陸地區

（四）廣播專題報導獎

（三）寫作完竣（含已在臺灣地區出版或

出版者，申請人應檢附在大陸地區出版版

（五）電視新聞報導獎

未出版著作）且未於大陸地區出版

本著作二冊（套）及領據向本會請款。

（六）電視專題報導獎

發行者或已在大陸地區發行兩年以

經核定獎助尚未於大陸地區出版之著作，

（七）雜誌報導獎

內者。

在大陸出版版本與申請獎助稿件內容有顯

（八）新聞攝影獎（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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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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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凡為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設立新聞事業之專
職新聞從業人員，其在一年內（前一年七

九、經核定獎助尚未於大陸地區出版之著作，

月一日至當年六月三十日）所發表之作

於核定之日起二年內未正式於大陸地區出

品，符合本要點設立之宗旨者，皆可於每

版發行者，應撤銷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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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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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96年度大事紀（96.01.01~96.12.31）

時

間

重

要

紀

事

時

間

重

要

紀

事

1月1日

▲ 委託國立臺灣大學等15校辦理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10月17日

▲ 委託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辦理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經濟類），邀請廣州中山大學
等13位教授及副教授來臺。

3月1日

▲ 召開第74次委員會議。核備95年度決算及重要工作執行結果案。

10月19日

▲ 委託中華民國木鐸學社辦理大陸民辦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活動，邀請福州三牧
中學等18位校長及副校長來臺。

3月25日

▲ 委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社有限公司辦理兩岸大眾文化交流，邀請北京首都師範
大學等7位暢銷文學作家來臺。

10月22日

▲ 委託財團法人真善美基金會辦理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兩岸社會現代化發展之
比 較分析，邀請廣西民族大學等12位師生來臺。

5月4日

▲ 召開第75次委員會議。核備96年度擴大辦理大陸地區大眾傳播及法律研究生來
臺實（研）習案執行情形；通過97年度預算編列及重要業務規劃案。

10月25日

▲ 召開第78次委員會議。核備96年度委辦及補助計畫執行情形、兩岸學術教育交
流現況分析、97年度文化創意交流相關活動規劃案。

6月10日

▲ 委託臺灣亞洲民主資源協會辦理大陸河南省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活動，邀請新
密市第一高級中學等9位校長及副校長來臺。

10月29日

▲ 委託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辦理大陸重點大學學者來臺研討教育法制議題暨參訪，
邀請廈門大學等12位教授及副教授來臺。

10月31日

▲ 委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展演藝術中心）辦理2007兩岸戲劇教育教學研討暨表
演觀摩座談活動，邀請上海戲劇學院等10位師生來臺。

6月26日

▲ 召開第76次委員會議。核備96年度第2期補助兩岸學者專家互至彼岸講學及研
究審查結果、96年度第2期獎助兩岸研究生互至彼岸研究審查結果、「兩岸新
聞報導獎」相關檢討情形；通過補助中時報系辦理「邀請大陸新聞網站負責人
來臺參訪」及補助大學校院研究所開設「兩岸研究」專題講座課程。

11月9日

▲ 委託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辦理兩岸青年學者論壇（傳播類），邀請廈門大學
等12位教授及副教授來臺。
▲ 委託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辦理2007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壇，邀請河北
綠色知音等12位會長及總幹事來臺。

11月17日

▲ 委託財團法人真善美基金會辦理2007兩岸大學生超國界法律研習營，邀請福建
農林大學等19位師生來臺。

11月21日

▲ 委託世新大學（觀光旅遊中心）辦理2007兩岸大學生新媒體人研習營，邀請中
國傳媒大學等19位師生來臺。

11月23日

▲ 委託致理技術學院（兩岸經貿研究中心）辦理兩岸大學生研習營，邀請中國人
民大學等20位師生來臺。
▲ 委託中華民國運動傷害防護協會辦理兩岸運動教育與運動醫學學術研討會，邀
請北京體育大學等7位教授及副教授來臺。

7月1日

▲ 委託中華民國全國教育會辦理兩岸高中生2007年野外挑戰夏令營，邀請江蘇省
邗江中學等20位師生來臺。

8月6日

▲ 委託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辦理2007年壯志驕陽兩岸青少年志工學習營，
邀請杭州高級中學等17位師生來臺。
▲ 委託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邀請廣東天林華翰圖書音像發行有限公司等14位
民營書店負責人來臺。

8月19日

▲ 委託財團法人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辦理2007年兩岸高中生青春有約活
力臺灣夏令營，邀請貴陽一中等15位師生來臺。

8月30日

▲ 召開第77次委員會議。通過中華發展基金97年度預算編列及業務細部規劃。

9月7日

▲ 委託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邀請民主與法制時報等6位記者來臺採訪環保
團體發展專題。

11月24日

▲ 委託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辦理兩岸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與自我充權
研習營，邀請中山大學等18位師生來臺。

9月9日

▲ 委託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邀請深圳廣電影視集團等12位記者來臺採訪南部市
政建設專題。

11月25日

▲ 委託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兩岸廣播流行節目主持人交流座談，邀請中央
人民廣播電臺音樂之聲等14位總監及主任來臺。

9月10日

▲ 委託財團法人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邀請甘肅日報社等10位記者來臺採訪中部市
政建設專題。

11月29日

▲ 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辦理2007兩岸天主教交流，邀請臺灣5
個教區等12位神父及修女赴大陸參訪交流。

9月28日

▲ 委託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辦理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兩岸經濟現代化發展之
比 較分析，邀請華僑大學等12位師生來臺。

12月27日

▲ 召開第79次委員會議。核備97年度第1期補助兩岸學者專家及專業人士互至彼
岸講學或研究審查結果、97年度第1期獎助兩岸研究生互至彼岸研究審查結果、
97年度委辦業務計畫超額規劃情形；通過「兩岸新聞報導獎設置要點」部分條
文修正、97年度「雜誌在大陸地區贈閱活動郵資補助」案。

9月30日

▲ 委託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辦理大陸民辦高校（私立大學）負責人來訪
研討，邀請仰恩大學等14位副校長、院長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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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重

要

紀

事

時

間

重

要

紀

事

1月1日

▲ 委託國立臺灣大學等15校辦理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10月17日

▲ 委託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辦理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經濟類），邀請廣州中山大學
等13位教授及副教授來臺。

3月1日

▲ 召開第74次委員會議。核備95年度決算及重要工作執行結果案。

10月19日

▲ 委託中華民國木鐸學社辦理大陸民辦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活動，邀請福州三牧
中學等18位校長及副校長來臺。

3月25日

▲ 委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社有限公司辦理兩岸大眾文化交流，邀請北京首都師範
大學等7位暢銷文學作家來臺。

10月22日

▲ 委託財團法人真善美基金會辦理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兩岸社會現代化發展之
比 較分析，邀請廣西民族大學等12位師生來臺。

5月4日

▲ 召開第75次委員會議。核備96年度擴大辦理大陸地區大眾傳播及法律研究生來
臺實（研）習案執行情形；通過97年度預算編列及重要業務規劃案。

10月25日

▲ 召開第78次委員會議。核備96年度委辦及補助計畫執行情形、兩岸學術教育交
流現況分析、97年度文化創意交流相關活動規劃案。

6月10日

▲ 委託臺灣亞洲民主資源協會辦理大陸河南省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活動，邀請新
密市第一高級中學等9位校長及副校長來臺。

10月29日

▲ 委託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辦理大陸重點大學學者來臺研討教育法制議題暨參訪，
邀請廈門大學等12位教授及副教授來臺。

10月31日

▲ 委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展演藝術中心）辦理2007兩岸戲劇教育教學研討暨表
演觀摩座談活動，邀請上海戲劇學院等10位師生來臺。

6月26日

▲ 召開第76次委員會議。核備96年度第2期補助兩岸學者專家互至彼岸講學及研
究審查結果、96年度第2期獎助兩岸研究生互至彼岸研究審查結果、「兩岸新
聞報導獎」相關檢討情形；通過補助中時報系辦理「邀請大陸新聞網站負責人
來臺參訪」及補助大學校院研究所開設「兩岸研究」專題講座課程。

11月9日

▲ 委託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辦理兩岸青年學者論壇（傳播類），邀請廈門大學
等12位教授及副教授來臺。
▲ 委託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辦理2007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壇，邀請河北
綠色知音等12位會長及總幹事來臺。

11月17日

▲ 委託財團法人真善美基金會辦理2007兩岸大學生超國界法律研習營，邀請福建
農林大學等19位師生來臺。

11月21日

▲ 委託世新大學（觀光旅遊中心）辦理2007兩岸大學生新媒體人研習營，邀請中
國傳媒大學等19位師生來臺。

11月23日

▲ 委託致理技術學院（兩岸經貿研究中心）辦理兩岸大學生研習營，邀請中國人
民大學等20位師生來臺。
▲ 委託中華民國運動傷害防護協會辦理兩岸運動教育與運動醫學學術研討會，邀
請北京體育大學等7位教授及副教授來臺。

7月1日

▲ 委託中華民國全國教育會辦理兩岸高中生2007年野外挑戰夏令營，邀請江蘇省
邗江中學等20位師生來臺。

8月6日

▲ 委託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辦理2007年壯志驕陽兩岸青少年志工學習營，
邀請杭州高級中學等17位師生來臺。
▲ 委託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邀請廣東天林華翰圖書音像發行有限公司等14位
民營書店負責人來臺。

8月19日

▲ 委託財團法人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辦理2007年兩岸高中生青春有約活
力臺灣夏令營，邀請貴陽一中等15位師生來臺。

8月30日

▲ 召開第77次委員會議。通過中華發展基金97年度預算編列及業務細部規劃。

9月7日

▲ 委託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邀請民主與法制時報等6位記者來臺採訪環保
團體發展專題。

11月24日

▲ 委託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辦理兩岸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與自我充權
研習營，邀請中山大學等18位師生來臺。

9月9日

▲ 委託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邀請深圳廣電影視集團等12位記者來臺採訪南部市
政建設專題。

11月25日

▲ 委託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兩岸廣播流行節目主持人交流座談，邀請中央
人民廣播電臺音樂之聲等14位總監及主任來臺。

9月10日

▲ 委託財團法人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邀請甘肅日報社等10位記者來臺採訪中部市
政建設專題。

11月29日

▲ 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辦理2007兩岸天主教交流，邀請臺灣5
個教區等12位神父及修女赴大陸參訪交流。

9月28日

▲ 委託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辦理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兩岸經濟現代化發展之
比 較分析，邀請華僑大學等12位師生來臺。

12月27日

▲ 召開第79次委員會議。核備97年度第1期補助兩岸學者專家及專業人士互至彼
岸講學或研究審查結果、97年度第1期獎助兩岸研究生互至彼岸研究審查結果、
97年度委辦業務計畫超額規劃情形；通過「兩岸新聞報導獎設置要點」部分條
文修正、97年度「雜誌在大陸地區贈閱活動郵資補助」案。

9月30日

▲ 委託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辦理大陸民辦高校（私立大學）負責人來訪
研討，邀請仰恩大學等14位副校長、院長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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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發展基金歷年申請及通過補助案數量趨勢
年度
項目
申請
通過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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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87

88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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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92

93

94

95

96

合計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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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3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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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373
226

885
603

686
419

783
416

610
377

711
390

731
336

466
128

594
311

6698
3656

■ 中華發展基金歷年委辦及補助案件數趨勢
年度
項目
委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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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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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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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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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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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3

46

49

35

40

47

56

54

26

50

491

補助案(一)

0

25

3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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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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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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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129

112

166

1462

補助案(二)

3

27

39

83

100

108

379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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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216

207

14

124

1972

合

9

69

87

151

219

265

636

415

439

327

426

390

152

340

3925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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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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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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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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