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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民國 76 年政府開放兩岸專業交流以來，兩岸交流一向
呈現穩定且持續的發展。在交流的內容方面，專業交流的
範疇涵蓋多元面向，其中兩岸文教交流是最能增進兩岸瞭
解、互信的媒介。本基金自 83 年成立以來，即持續結合
民間力量，共同推動及深化優質的兩岸文教交流，發揮導
引兩岸良性交流之功能，深獲兩岸學界及民間的支持與肯
定。
本基金 97 年度之工作重點，在於推動兩岸青年學生交
流，以及兩岸學術、教育、藝文、宗教、新聞及傳播等各
領域專業人士互訪，共完成 368 件交流案，有效增進兩岸
彼此瞭解，建立互信基礎，並促進大陸民眾對臺灣的正確
認識。在經費來源上，本年度獲得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教
育基金會捐款贊助大陸研究生來臺研究計畫，使是項計畫
得以順利完成，謹致上由衷的謝忱。
「兩岸交流、文教為先」，兩岸共同的文化根源，是雙
方人民最大的交集，也是促進兩岸和解共榮的利基。文教
交流扮演著柔性溝通與橋樑的角色與功能，除了在專業上
的截長補短、互為精進外，藉由交流過程的互動往來，更
有助於促進兩岸人民彼此的認識與瞭解，避免不必要的誤
會與衝突。
兩岸 20 多年來在交流方面所累積的成果，是兩岸關係
發展過程中一項重要的資產，我們不僅要加以珍惜，也希
望在既有基礎之上，讓這些成果發揚光大。未來本基金將
繼續秉持推動兩岸交流的熱誠，結合民間力量，共同為促
進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而努力。

中 華 發 展 基 金 管 理 會
召集人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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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簡介

◆ 宗旨與運作
兩岸人民日益頻繁的往來，兩岸文教交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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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必須
匯集各界力量，為兩岸交流締造更為有利的環境。
中華發展基金是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為推動兩岸
民間交流而設置的非營利性特種基金；以結合民間
力量，促進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為宗旨。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是本基金的主體，召集人
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委員9名，遴聘
有關機關及熟諳兩岸交流事務之學術機關或文教、
工商團體負責人擔任；本基金另設置執行秘書1名，
及企劃、會計、總務3組。管理會定期開會，負責策
定、審議年度業務及基金保管、運用等事宜。

補助方式予以支持，例如補助兩岸學者專家赴彼岸
講學或研究、獎助兩岸研究生赴彼岸研究、協助在
大陸地區出版臺灣學術著作等；另一是基金依據重
點交流策略，主動規劃交流項目，以委辦方式協請
民間團體辦理，或與民間合辦。此類活動多屬經費
龐大、民間團體主動辦理意願不高，但對兩岸相互
了解有實質效益之活動，係基金最重要的業務之
一。至於交流的範圍則包括學術、科技、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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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進行中予以協助、輔
導，結束後進行檢討評估
之下，確實能深化交流效
果。

◆ 業務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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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民間資
源，深入及擴大交流的效益。基金以二個方向推動
兩岸交流：一是針對一般性質之兩岸交流活動，以



補助南華大學於 97 年 11 月
23 至 29 日辦理赴香港雅樂
文化親善訪問團，圖為香
港佛香道場演出情形。

基金簡介

▲ 委託國立高雄大學於 9 月 15 日至 11 月 13 日辦理邀請大陸華南及華東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圖為論文發表會合影。

目前中華發展基金依下列三大政策目標來規劃

種政策性功能非一般民間團體所能具備與擁有。基

並推動各項交流事務：

金同時具有指標作用，代表政府對兩岸交流的支持

一、增進兩岸文教交流與合作： 協助建立兩岸學

與重視，以及維繫兩岸關係穩定、正常發展的善意

術及文教界交流合作管道，加強辦理各領域之學術

態度。

與相關人士之互訪、會議、研究及講學，以提昇兩
岸學術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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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強化兩岸資訊交流： 推動兩岸媒體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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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來規劃推動約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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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的瞭解，卓有成
效；在補助民間辦理交流活動與促進兩岸學術交流
及合作各項獎補助計畫方面，申請案件數亦逐年成
長，甚獲學界及民間之重視。

互訪、舉辦新聞學術研討會及出版品的展覽等活
動。透過兩岸新聞媒體之交流，縮短兩岸人民在思
想觀念上的距離。

◆ 基金對兩岸交流的功能
一、中華發展基金具有穩定兩岸交流之指標性功能
中華發展基金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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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九歌兒童劇團於 97 年 7 月 17 至 23 日辦理九歌兒童劇
團與福州市歌劇院合作《判官審石頭》來臺演出，圖為演
出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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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年度收支情形

◆ 收入部分

◆ 支出部分

本 基 金 於 民 國 83 年 1 月 正 式 設 立， 政 府 共 撥

基金 97 年度共計支出 67,187,611 元，除少部分

列 3 億 8 千萬元，以孳息供業務運用之需。自 87 年

之管理及人事費用外，96% 以上是直接用於推動兩

度起，基金由特種基金性質改為附屬單位預算特種

岸交流活動。業務係根據兩岸交流重點項目主動規

基金。目前主要經費來源包括政府補助款、基金孳

劃，主要著眼於困難度高、規模大、持續性，且非

息、民間企業捐款、協助大陸地區人士學術著作之

某一單位可獨立完成之交流活動。本年度運用重點

出版品成本回收及銷售記事案曆「日知錄」所得等

如下：

收入。

一、推動兩岸專業人士互訪及研討活動
最近 3 年度經費編列及收支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收入
部分

預算
金額

實際
支出

95

10,364 38,320 35,310

96

45,166 70,315 66,680

97

37,545 73,396 67,187

備註

透過兩岸專業人士之互訪，以及在學術上之交
流與合作，促進兩岸文化資訊共享，本年度委託民
間團體辦理邀請大陸吉林省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
邀請大陸民辦學校校長來臺參訪、2008 兩岸佛教與

因政府補助款遭立法院決議
全數刪除，相關經費均減少。

慈善志業論壇、2008 兩岸當代藝術創作與藝術產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邀請大陸藝術家來臺藝術村駐
點等活動，以及補助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或
研究、補助學者專家赴大陸地區講學等。共完成 68
案，金額 11,942,934 元，佔決算數 17.77%。



基金年度收支情形

97 年度支出項目經費表（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實支

比重

說明

委辦費

38,050

56.63% 委託辦理各項交流活動之用。

補助費

26,813

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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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

人事費

176

其他管理及總務費
合計

32
67,187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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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 基金委員兼職報酬。
0.05% 基金行政事務所需之郵電、印刷等雜項費用。
100%

二、辦理兩岸青年交流
透過兩岸青年學生的互動及學術研究，促進相
互了解，培養互信的基礎，本年度委託民間團體辦
理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兩岸大學生研習營、兩
岸高中生夏令營、邀請大陸法律、大眾傳播、文學
系所及少數民族學生來臺研習交流，以及協助兩岸
在學博、碩士研究生互至彼岸進行與撰寫論文有關
之研討、修習或資料蒐集等。共完成 135 案，金額
34,149,113 元，佔決算數 50.83%。

三、加強兩岸資訊及傳媒人士交流
擴大推動兩岸資訊交流，促進兩岸人民相互瞭
解與認識，包括辦理第 12 屆兩岸新聞報導獎、邀

▲ 補助國立臺灣大學於 97 年 7 月 12 至 20 日辦理第 2 屆臺大
生活營，圖為開幕儀式後合影。

請大陸新聞人員來臺進行專題採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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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製古漢語四書光碟、獎助在大陸地區出版之臺灣優
良學術性圖書、補助對大陸廣播電臺人員赴大陸參
訪 等。 共 完 成 37 案， 金 額 7,147,934 元， 佔 決 算 數
10.64%。

四、結合民間共同推動兩岸交流
補助辦理兩岸之學術、教育、藝文、科技、體
育、宗教、少數民族、新聞、出版及廣電等交流活
▲ 補助成長文教基金會附設鞋子兒童實驗劇團於 97 年 7 月 24
至 29 日參與 2008 上海國際兒童藝術節交流演出，圖為《從
前從前天很矮》演出情形。

動，有效結合民間力量共同推動交流，增進兩岸良
性互動。共完成 128 案，金額 11,623,559 元，佔決算
數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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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業務規劃及工作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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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
進大陸青年對臺灣民主政治、自由經濟、多元社會
及歷史人文之瞭解，透過規劃多元化活動與創新主
題等方向，推動兩岸優質青年交流，深化兩岸青年
交流效益。97 年度規劃辦理 2 梯次兩岸研究生校園
論壇、5 梯次兩岸大學生研習營及 3 梯次兩岸高中生
夏令營活動。
上述交流活動，除進行研討、座談外，也安排
參訪相關企業、學術單位及文教機構，活動範圍涵

▲ 委託國立臺北大學於 97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9 日辦理兩岸大
學生研習營－跨文化社會工作學習與省思，圖為兩岸大學
生合影。

交流經驗談
很多因素導致兩岸明明是那麼近，卻又那麼遠，很
多關於對岸的消息，總是透過第三者的手法來得知，以
新聞學的說法是第二手資料，經由這次的兩岸媒體研習
營，使我們都能獲得第一手資料，真正的用自己感官去
接觸來自對岸的文化，這樣的感受很真實很實在，也很
▲ 委託東吳大學於 97 年 5 月 13 日至 7 月 12 日辦理邀請大陸
華北與東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圖為司法院參訪簡
報情形。



令人喜歡。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徐詩涵，
兩岸大學生研習營－傳播類科）

基金業務規劃及工作成果

蓋自然與人文、社會與文化，兼具知性與感性，促
使大陸青年實地體驗與感受臺灣社會生活與風土人
情，並對臺灣的社會發展現況有進一步的認識與瞭
解。本年度兩岸大學生研習營，除主題性（社工、
傳播、資訊科技、文史、環保）的研習活動外，並
擴大參與對象，邀請香港學生共同參加，以增進兩
岸三地學生交流，另結合相關部會及民間資源，在
墾丁辦理「2008 兩岸三地大學生淨灘活動」，本項
聚焦活動有效地增進大陸人士對我民間充沛活力、
政府推動環保成果之正面印象，並協助臺灣學生深
度省思、關懷鄉土各面向之發展現況。
本會推動的兩岸青年交流，除了主題性的短期
參訪活動外，亦鼓勵較長期、深入的研究活動。為
擴大交流效益，本會結合民間資源，獲得財團法人

▲ 委託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於 97 年 9 月 15 至 24 日辦理
邀請大陸民辦學校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圖為論壇進行情
形。

◆ 促進兩岸學術、環保及社福交流
一、深化兩岸學術交流

宗倬章先生教育基金會贊助大陸研究生來臺進行研

文教交流是當前中國大陸知識菁英認識臺灣的

究。本年度共計獎助 66 位大陸研究生來臺及 45 位

最主要管道，兩岸長期以來彼此之間發展方向不

研究生赴大陸地區進行研究，對增進兩岸青年資

同，各有擅長，透過交流及合作，可截長補短，深

訊流通、瞭解彼此社會的差異及培養更多元的思考

化交流效益。為促進兩岸學術人才交流，強化兩岸

能力等方面，有極大的助益。本會另委託國內各大

學術交流深度，本會鼓勵兩岸學者相互開設課程、

學邀請大陸地區法律系所約 100 位博、碩士研究生

專題講座、傳習等，本年度共計補助 39 位大陸學者

來臺進行 2 個月的研習活動，對促進大陸青年菁英

來臺講學（研究）及 21 位學者赴大陸講學，促進兩

瞭解臺灣民主法制的實際運作情形，亦有相當的助

岸學者的互動與溝通。來訪的大陸學者對臺灣社會

益。

的多元包容、民眾熱情、公益組織等人文特質，留
下深刻的印象。

交流經驗談
記憶中的臺灣，只是出現在偶像劇、網路圖片、報
刊雜誌甚至政治課上滔滔不絕的“臺海問題”討論中．．．
隨著交流的深入，我逐漸覺得自己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觀
光遊客，不僅僅是一個交流社工文化的大陸學子，而是
一位文化的使者，一位破冰的開拓者。我並不是有意提
高自己的作用，而我是的的確確感受到了臺灣學生對我
們目光的改變。“哦，原來你們是這個樣子的，與我們
▲ 委託財團法人臺北市松竹梅文化基金會於 97 年 7 月 26 日
至 8 月 5 日辦理 2008 年兩岸高中生探索臺灣之美夏令營，
圖為參訪太魯閣合影。

以前的刻板印象有很大的出入”。（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
會工作學院方怡，兩岸大學生研習營－社工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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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及「兩岸永續發展工作坊」活動，邀請大陸北
京、甘肅、安徽、內蒙古等地環保團體人員來臺。
透過論壇及實際參訪臺灣各地環保團體及社區發展
協會，大陸環保團體成員與臺灣環保團體面對面接
觸，瞭解臺灣環保團體組織的發展、與當地資源結
合的推展情形，提供大陸環保人士借鏡學習；透過
▲ 委託中國文化大學於 97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7 日辦理邀請大
陸民辦高校負責人來訪研討，圖為參與研討會貴賓合影。

參與生態工作假期活動，實際參與生態池移除外來
種及淨灘工作，深度了解臺灣環保團體運作情形及

二、邀請大陸教育人員來臺交流

生態工作假期執行流程，並與臺灣環保及志工團體

大陸內陸地區教育工作者與我交流機會較少，

座談，探討兩岸從事環保工作現況及差異，並實際

為擴展兩岸教育交流層面、促進兩岸教育資訊交流

參與我國環保 NGO 團體活動，讓來臺大陸人士更深

及增進聯繫管道，本年度邀請吉林省中小學校長來

入瞭解本地環保團體組織及運作的模式。

臺進行交流。大陸民辦教育起步較晚，但近年來發
展快速，為加強兩岸教育交流的深度與廣度，並提
供我方辦學經驗及教育改革成效，本年度邀請大陸
華中、西南地區民辦高校、中小學校長來臺交流，
藉由議題研討及實地觀摩活動，分享兩岸民辦教育
之理念與經驗，對彼此教育品質的提昇有所助益。

三、協助辦理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交流

四、協助辦理兩岸社福團體實務交流
為促進兩岸社福團體更精緻的交流與更深層的
互動，分享彼此推動社福組織發展之實務經驗，本
會補助國立臺北大學辦理「97 年兩岸社福機構專
業知能工作坊」，除以社福機構組織管理與發展等
為議題之工作坊研習外，並藉由實地參訪與直接對
話，探索臺灣社福機構發展脈絡與現況，瞭解臺灣

為促進兩岸在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課題的交

社福團體自發性與專業服務之發展經驗；另因應大

流，本會補助辦理「2008 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

陸四川震災重建，本會補助財團法人臺中市弘道老

交流經驗談
在臺灣的十天中，看到臺灣同學
和我們一樣是黃皮膚，黑眼睛，一樣
講著國語，寫著漢字，心中的親切感
油然而生。可是在相互之間的交往中
我發現兩岸之間的瞭解真是太少太少
了。很多臺灣同學還認為大陸依然是
一種文明不開化，極度落後的社會。
這種缺乏瞭解也讓我們在交流中會產
生一些隔閡。我深深地感到兩岸之間
必須要加強相互之間的瞭解認知。只
有這樣才能實現兩岸之間關係正常
化，造福兩岸人民。（雲南大學法學
院王唯，2008 兩岸三地大學生環保與
▲ 補助國立成功大學於 97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辦理異時空下的同文詩寫－臺灣
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交錯國際學術研討會，圖為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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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利基金會辦理「從臺灣 921 重建到汶川震災重

二、辦理2008兩岸網路作家交流座談活動

建—兩岸銀髮族 NGO 災後重建交流參訪」活動，邀

為瞭解兩岸網路文化異同，增進兩岸網路文學

請大陸從事四川災後重建老人福利團體來臺，就兩

互動，本會委託佛光大學辦理「2008 兩岸網路作家

岸災後重建經驗及兩岸社福合作等議題進行研討座

交流座談活動」，邀請 7 位在大陸網路文學領域發

談，並參訪臺灣 921 災後重建社區，以實地瞭解我

表多部作品的著名網路作家來臺交流，活動期間安

老人福利團體投入災後重建之經驗。

排三場座談會，與臺灣網路文學作家、學者及出版
界進行對談，主題包括網路文學的創作經驗、網路
文學未來趨勢、網路文學交流與互動、網路世界的
性別意識、網路社會的社會意義等，分享兩岸網路
文學創作經驗，共同探討兩岸網路文學發展相關議
題，及兩岸現況發展的差異，有助於增進兩岸網路
文學的相互瞭解。並藉由活動議題激發新意念及創
意，更提升了本項交流活動之專業性、延續性及發
展性。

▲ 補助新竹縣芎林鄉鄉音歌謠研究協會於 97 年 7 月 6 至 11 日
參與「海峽兩岸客家之樂」活動，圖為演出情形。

◆ 強化兩岸藝文、宗教及少數民
族交流
一、邀請大陸藝術家來臺藝術村駐點活動
為增進兩岸年輕藝術家的創作、學習及互動，
本會委託臺北教育大學辦理「2008 邀請大陸藝術家
來臺藝術村駐點活動」，邀請大陸表演藝術及視覺

▲ 委託佛光大學於 97 年 11 月 9 至 17 日辦理 2008 兩岸網路作
家交流座談，圖為與會人員合影。

藝術領域 5 位年輕藝術家來臺駐村一個月。活動包
括藝術創作及分享創作經驗二部分，駐村期間除安
排兩岸藝術家分享創作理念與經驗，媒合兩岸藝術

交流經驗談

家共同創作，並於活動結束前展出雙方共同創作以

很慶幸參加了這一次的“兩岸三地大學生環保與志

及藝術家於駐村期間之個人作品。另安排大陸藝術

工研習營＂，是它讓我感受到了環境保護原來可以與廣

家參訪國內具特色之藝文學術機構以及文化創意產

大群眾衆如此精密的聯繫在一起，也是它讓我有機會與兩
岸三地眾衆多的優秀學生進行深入的交流，是它讓我與大

業，了解臺灣藝文發展現況。本活動安排兩岸年輕

家結下如此深刻的友誼。現在臺灣離我已經不再遙遠，

藝術家交流對話，並以共同創作方式，深入了解兩

不再神秘，正如那句話所說的：我們跨過了那灣淺淺的

岸藝術創作之差異、現況發展及互動模式，為兩岸
藝術長期交流奠定基礎。

海峽，在心底留下了永恒的回憶。（華中科技大學建築
環境與設備學系王鵬蘇，2008 兩岸三地大學生環保與志
工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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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兩岸當代藝術創作與藝術產業發展學術
研討會
為瞭解兩岸當代藝術創作與文化創意產業之聯
結，促進兩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本會委託成功大
學辦理「兩岸當代藝術創作與藝術產業發展學術研
討會」，邀請大陸中央美術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
等 7 位學者專家來臺進行研討及參訪。針對當代藝
術的發展與轉向、藝術運用於文化創意產業、藝術
產業的行銷及經營等主題進行研討，並安排參訪臺
灣文化創意景點及具代表性產業，瞭解兩岸藝術文

▲ 補助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於 97 年 4 月 9 至 20 日辦理新編
崑劇「孟姜女」大陸巡演暨「兩岸戲曲文化交流研討會」，
圖為演出情形。

化產業最新發展概況、特色及臺灣文化多元活潑的
內涵。

及未來互動模式，對於兩岸學生研究臺灣文學助益

四、邀請大陸文學系所學生來臺進行短期文學專

良多，且有助於兩岸文學長期交流基礎的奠定。

業研習活動

五、辦理兩岸佛教與慈善志業論壇

為增進兩岸文學系所學生觀摩與學習機會，暸

為增進大陸宗教領域菁英了解臺灣宗教自由發

解彼此文學專業研修現況及未來互動。本會委託佛

展現況，及展現臺灣宗教之社會功能，本會委託中

光大學邀請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南京

國佛教會辦理「兩岸佛教與慈善志業論壇」活動。

大學等校攻讀臺灣文學專業的 10 位博、碩士生來臺

本活動計邀請中國佛教協會、江蘇省、雲南省、江

進行文學研習活動。活動分為文學營及座談會二部

蘇省徐州市、河南省南陽市等佛教協會及雲南省佛

分，文學營規劃 14 門課程及 2 場專題演講，涵蓋臺

學院、佛教在線、上海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等宗教

灣古典文學、兩岸文學比較、數位文學、傳記散文

界人士共 10 人來臺交流。論壇以探討佛教慈善志業

等議題，由知名作家及學者擔任講座，與我方近 20

為主，及佛教教理、教史、僧伽教育、佛教思想等

名文學系所研究生共同對話及研習；並安排研習臺

主題進行討論，並安排相關佛教機構參訪行程等。

灣文學心得座談會，與南部學者、研究生分享來臺

大陸與會代表對本活動均給予高度肯定，在參觀法

感想及交換研究意見。深入瞭解兩岸文學發展現況

鼓山禪堂後，更表示希望有機會來臺參學。

交流經驗談
歎息和不捨中結束了我們的臺灣之行，“雙手劃出
世界的彩虹＂“雙腳踩出世界的未來＂，友情、關懷、
愛護，同齡之間，少了隔閡，多了相知，讓我們大陸與
香港學生學習到各種環保知識與臺灣民衆爲眾為保護環境所
做出的努力；瞭解三地的相同與不同。只想著這一次簡
單而激動人心的團聚，一段已經淪爲回憶的時間，一次別
樣的旅行。我懷揣著激動而去，卻體味著感動回來 。
（貴州大學金融學系尹執又，2008 兩岸三地大學生環保
▲ 補 助 義 守 大 學 於 97 年 5 月 25 日 至 6 月 3 日 辦 理 2008 海 峽
兩岸大學校長會議暨科學技術研討會，圖為研討會進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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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於 97 年 12 月 14 至 23 日辦理邀請
大陸新聞人員來臺專題採訪東部市政建設，圖為參訪東部
海岸合影。
▲ 補助新竹客家舞蹈團於 97 年 7 月 6 至 11 日應邀赴中國深
圳、梅州演出，並進行兩岸文化交流，圖為演出情形。

六、邀請大陸民族院校學生來臺交流
為增進大陸民族院校少數民族學生對臺灣社會
發展及民主法治情形之瞭解，本會委託國立政治大
學辦理「邀請大陸民族院校少數民族學生來臺交

◆ 活絡兩岸資訊流通
一、邀請大陸媒體來臺專題採訪

流」活動。本活動由中央民族大學 2 位教授帶領該

為強化兩岸新聞交流，委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

校及西北民族大學、中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

會及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邀請貴州商報、新民晚

等 4 所民族院校少數民族博士生 8 人來臺交流。活

報、太原電視臺、河南人民廣播電臺、湖北省廣播

動辦理兩岸少數（原住）民族之民族法制運作、民

電視總臺、武漢晚報社、四川廣播電視集團、成都

族教育發展及民族多元文化發展等 3 場論壇，並安

商報社、貴州人民廣播電臺、雲南日社等媒體人員

排參訪原住民博物館、原住民文化園區及具有原住

來臺進行東部市政建設及交通建設等主題之專題採

民族特色之教研單位。本活動對增進兩岸少數（原

訪，共計來訪 2 團 23 人。來臺期間與我相關媒體人

住）民族相互了解，尤其是對臺灣原住民社會文化

員交流互動，並參觀相關主題景點，對增進我資訊

適應與民族認同、社區營造、文化再現、族語教學

向大陸流通、兩岸新聞人員之交流，甚有助益。

架構以及民族政策方面之了解甚有助益。

交流經驗談
多年來兩岸交流的結果證明，加強合作與交流是有
益於兩岸互惠共贏的，無論是對於兩岸的持久和平、共
同發展還是民生議題都是有利的。在臺灣有限的兩個月
中，我所接觸到的無論是大學學生、商場店員還是大學
教授、餐廳老闆，無不對兩岸交流積極肯定並報有更高
的期待，因爲他們感受到了具體的、實在的益處。大陸方
面也同樣，我們這次能到中正大學來研習就是得益於兩
岸學術交流的不斷繁榮和發展。所以，我對兩岸交流的
基本看法是：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繼續加強並擴大兩
岸更深入的交流是造福於兩岸人民的大好事！（西安交
通大學法學院焦和平，大陸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補助財團法人魏海敏京劇
藝術文教基金會於 97 年 6
月 26 至 29 日 辦 理 魏 海 敏
古典劇場－大師經典，圖
為《狀元媒》演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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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雜誌在大陸地區寄贈活動郵資補助」
為促進兩岸資訊流通，加強大陸民眾對臺灣地
區之認識，本年度補助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及財
團法人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在臺灣地區定期出版之
「天下」、「文訊」2 本雜誌，辦理寄贈大陸地區贈閱
活動，寄贈對象包括大陸地區臺商協會會長、重要
文藝界、學界人士及文學研究單位等。本活動透過
▲ 委託銘傳大學於 97 年 11 月 26 日辦理第 12 屆兩岸新聞報導
獎暨「新情勢下兩岸關係與傳播交流研討會」，圖為賴召
集人幸媛與出席貴賓合影。

圖文傳播臺灣多元社會、民主發展相關資訊，對於
反映臺灣社會多元特色及發展經驗極有助益。

四、辦理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活動
二、舉辦第12屆兩岸新聞報導奬獎暨「新情勢下兩
岸關係與傳播交流研討會」
為促進兩岸資訊優質交流，於本年度委託銘傳
大學辦理「第 12 屆兩岸新聞報導獎」活動，計收到
參 選 作 品 112 件， 經 初、 複 審 甄 選， 於 11 月 26 日
舉行頒獎典禮，頒發報紙新聞、報紙專題、雜誌、
廣播專題、電視新聞、電視專題及新聞攝影等 7 獎
項，並舉辦「新情勢下兩岸關係與傳播交流」研討
會，邀請聯合晚報項國寧社長、中央社黃肇松董事
長、中國時報林聖芬社長、中央廣播電臺高惠宇董
事長等專家參與座談，分別從新情勢對兩岸關係的

為鼓勵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際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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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開始試辦大陸地
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活動。本年度委託國立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銘傳大學傳播學院、中國文化
大學新聞暨傳播學院辦理 5 梯次共 50 名大陸大傳研
究生來臺前往相關媒體機構實習及參訪。來臺兩個
月期間，不但使渠等對於臺灣新聞傳媒自由開放的
風氣與環境有深刻認識，亦有助於兩岸大傳領域青
年學生之實質交流互動。

五、辦理「兩岸廣播流行節目主持人交流座談」

影響、兩岸傳播交流的困境與機遇、當前新聞交流

活動

政策及未來前景等方面作了廣泛的探討及意見交

本年度委託全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2008

換，吸引近百位產官學界人士參與，多家電子與平

兩岸廣播流行節目主持人交流座談」活動，邀請大

面媒體到場採訪，反應熱烈。

陸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網絡中心，以及上海、湖南、

交流經驗談
通過相互之間的交流，我們才能發現彼此間的不足和
問題，也才能在彼此的發展過程中更多地關注對方的利益
和要求。沒有交流就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做什麼，也不
會知道為什麼對方要這樣想，要這樣做。對於兩岸的很多
問題可能我們常常感到很棘手，很難處理。但是我們至少
可以加強交流，交流多了，我們對對方的了解就不是現在
這種情況了。我相信隨著彼此間了解的不斷深入，也許
能夠解決兩岸關係的，與此相適應的解決方法自然就產生
了。（雲南大學法學院王鑫，大陸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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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國立政治大學於 97 年 5 月 19 日至 7 月 18 日辦理邀請
大陸華東及華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圖為成果發表
會進行情形。

基金業務規劃及工作成果

▲ 補助勇氣即興劇場於 97 年 9 月 4 至 8 日赴澳門參加 Theatresports 勁爆劇場大比拼－亞洲聯賽 2008，圖為賽後合影。

四川、吉林、福建、甘肅、廣西、內蒙古等地區廣

40 所重點大學法律系所、研究機構及司法機關，約

播電臺流行節目主持人一行 14 人來臺，針對「廣

4,000 冊，本活動舉辦迄今，對於促進兩岸法學交流

播媒體與音樂產業的整合行銷趨勢」、「兩岸廣播市

之良性發展，已發揮正面積極之作用，並獲得大陸

場與媒體經營」等議題進行多場座談，有助於來臺

地區之熱絡回響及帶動其他形式之各種法學交流。

的大陸廣播專業人士體認臺灣廣播流行節目充滿創
意、活力與開放的行銷與製播情形，對於兩岸廣播
專業交流具有實質助益。

六、辦理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為加強推動兩岸法學交流，提升學術機構研究
兩岸法制之風氣及增進對兩岸法制之認識，本會自
87 年起辦理「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本年
度共 13 所大學參與本計畫，計寄送大陸及港澳地區

▲ 委 託 中 華 青 年 交 流 協 會 於 97 年 8 月 29 日 至 9 月 7 日 辦 理
2008 兩岸三地環保與志工大學生研習營，圖為守護潮間帶
活動情形。

交流經驗談
在交流中，我發現臺灣學生對大陸太缺乏瞭解，在兩

來臺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夠來到臺灣，更不敢

岸聯繫不甚密切的現實背景下，兩岸媒體對彼此的宣傳

奢望在寶島上學習生活。在一個平凡的大學裏學習的我能

又有較大的差異，不免存在片面和失真。臺灣人民對於大

夠得到這樣的寶貴機會，可以說是這一生的幸運。中華發

陸的瞭解，也就相當匱乏。我希望兩岸類似的邀訪活動應

展基金每年都撥出專款資助給大陸學生來臺研習，為海峽

該持續辦理，這將有助於兩岸人民對彼此社會的理解，從

兩岸的交流作出了重要的努力和重大的貢獻。我們相信，

而更實質地促進社會發展、文明提升。雖然只是短短兩個

隨著這樣的交流活動在面上的不斷擴展和在度上的不斷加

月，臺灣同學熱情、好客、友善將成為我終生難忘的回

深，海峽兩岸的溝通與交流將會變得更加便捷，海峽兩岸

憶。（鄭州大學法學院胡冰，大陸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的關係也將會更加緊密。（廣西師範大學法學院鄧文婷，大
陸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15

2008 中華發展基金年報

未來展望

◆ 擴展兩岸青年交流效應
大陸青年菁英未來將成為大陸社會及政經建設
的重要推手，兩岸關係之良性互動，有賴大陸年輕
一代的關注，透過交流讓彼岸未來在社會或政治、
學術領域中的菁英份子，得親身體驗臺灣民主、自
由的經驗，並藉由交流及溝通的機會，促進兩岸青
年相互瞭解，體驗不同成長經驗，增加彼此理性探
討的空間，重塑對臺灣正確的觀念與認識。

為持續推動兩岸青年優質交流，加強宣導中華
發展基金推動兩岸交流之正面形象，下（98）年度
將規劃辦理兩岸高中生夏令營及大學生研習營等活
動。另為擴展交流效益且提高能見度，活動內容將
朝向創新主題、彰顯臺灣特色的方向規劃，並結合
相關部會及民間團體資源，兼顧南北平衡原則，適
時結合全球性或地方政府籌辦的活動，增進大陸青
年對我民主政治、多元社會之整體性認識，深化交
流效益。

◆ 增進兩岸青年學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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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事學術研究的教授或研究人員，是彼岸社會的知識
菁英，對兩岸政治制度的本質及社會關係的差距，
當有更深刻的體會，亦是增進兩岸瞭解的重要橋
樑。為增強兩岸青年知識菁英觀點的交流，下年度
▲ 補助臺灣崑劇團於 97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21 日辦理《美意
嫻情》傳習、講座與 2008 崑劇名家匯演，圖為崑曲教學
成果展演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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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將規劃「兩岸青年學者論壇」，邀請大陸青年

未來展望

學者來臺交流及參與研討，從非政府組織的角色、
社區發展的活力、傳播媒體對社會發展的影響等三
個面向，觀察兩岸社會的發展，期經由學術研討活
動，增進交流深度，產生共識與互信，成為帶動發
展政治、經濟、社會交流的基礎。

◆ 深化兩岸文化創意交流
近年兩岸均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我
方起步較早，但大陸因資源豐、市場大，在規模及
實施成效上取得優勢，而在文化創意概念的領域，
如數位創作、融合現代生活創意設計，則是我方
在文化創意產業上的最大資本，因此兩岸文化創意
交流已列為本會重點推動項目。未來本會將持續推
動兩岸藝術家駐村、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習營等活
動，邀請大陸當代藝術家及文化創意產業人才來
臺，對臺灣藝術文化發展多元、創意及活力的社會
價值與民主風氣，有深入的認識及瞭解，並促進兩
岸現代藝術和文化創意產業的互動及發展，達成良
性交流的目的。

▲ 補助中國青年救國團墾丁青年活動中心於 97 年 9 月 6 日辦
理愛護地球、美好人生－ 2008 兩岸大學生淨灘活動，圖
為淨灘活動進行情形。

◆ 促進兩岸資訊對等流通
為平衡兩岸新聞資訊流通之落差，增進大陸民

◆ 加強兩岸宗教交流深度
為促進兩岸宗教雙向交流，並透過宗教資訊的
傳遞、經典詮釋、人員的交流，讓大陸人士感受到
臺灣宗教信仰自由情境，進而產生影響，未來本
會將持續推動兩岸宗教學術交流，促使兩岸從事宗
教學術研究之知識菁英進行理念溝通，分享彼此學
術研究成果，並邀請大陸宗教人士來臺研修宗教教
義，深入體認臺灣宗教發展及宗教研修情形，強化
臺灣宗教對大陸的影響力。

眾對臺灣之認識，未來將賡續辦理邀請大陸地區
新聞人員來臺進行專題採訪、支持兩岸廣電出版交
流等活動，以期兩岸媒體達到「資訊共享、傳播互
通」之雙贏局面。除了持續辦理傳統的兩岸大眾傳
播領域之交流活動外，對於大陸新興媒體之接觸及
兩岸大眾文化之交流，也將積極規劃辦理。此外，
亦將因應策略需求，設定大陸重點交流地域，期能
突出重點，並從多面向的管道切入，有效增進兩岸
資訊的對等流通。

補助中華民國大學院校
藝文中心協會於 97 年 6
月 22 至 29 日 辦 理 訪 京
滬－藝文工作考察，圖
為上海戲曲學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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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委員名單
第八屆委員名單（任期97年1月15日至99年1月14日）

◆  召集人
賴幸媛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97 年 5 月 20 日起）

◆  副召集人
趙建民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97 年 11 月 14 日起）

◆  委員

18

劉德勳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特任副主任委員（97 年 5 月 20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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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全政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胡元輝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顧問

鄭自隆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教授

羅智強

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副社長 (98 年 3 月 2 日起 )

孫起明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處長

巫忠信

行政院主計處科長（97 年 12 月 30 日起）

附 錄

附錄二：委託辦理交流業務
◆ 兩岸學術教育交流活動

1

2

3

承辦單位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中華民國木鐸學社

邀請大陸吉林省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長春市第一中
學、長春市第二中學、吉林毓文中學、長春市南關區
數勳小學、通化市朝鮮族中學、通化市第一中學、德
惠市第二十五中學等 9 位校長

970619-0628

財團法人華岡興業
基金會

邀請大陸民辦學校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衡陽市湘南
實驗中學、重慶海聯職業技術學院附屬小學、貴州省
遵義市新世紀外國語學校、四川鄰水實驗中學、河南
省新密市興華公學等 7 位校長及副校長

970915-0924

中國文化大學

邀請大陸民辦高校負責人來訪研討：國家教育行政、
江西藍天學院、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雲南經濟管
理職業學院、電子科技大學成都學院、北京學院、黃
河科技學院、昆明理工大學津橋學院等 10 位校長、院
長及副院長

97092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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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高中生及大學生研習營
承辦單位

1

2

財團法人中國青年大
陸研究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松竹
梅文化基金會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2008 年兩岸高中生綻放活力、Jump In Taiwan 夏令營：
邀請夷陵中學、宜昌市第一中學、第二十中學等 18 位

970723-0801

師生來臺
2008 年兩岸高中生探索臺灣之美夏令營：邀請西南師
範大學附屬中學、重慶市第一中學、重慶市旅遊學校

970726-0805

等 18 位師生來臺
2008 兩岸高中生表演藝術夏令營：邀請雲南大學附屬

3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中學、雲南省楚雄師院附屬中學、雲南師範大學附屬

970805-0815

中學等 19 位師生來臺

4

國立中央大學

2008 兩岸大學生網路科技與創意行銷研習營：邀請華
中科技大學、深圳大學、中南大學等 24 位師生來臺

970823-0901

2008 兩岸三地環保與志工大學生研習營：邀請南昌
大學、貴州大學、雲南大學、西南大學、華中科技大
5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學、中南大學、香港樹仁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

970829-0907

珠海學院、香港公開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
學、香港理工大學等 88 位師生來臺

6

國立東華大學

兩岸大學生人文歷史研習營：邀請四川大學、華中師
範大學、湖南師範大學等 18 位師生來臺

970830-0907

兩岸大學生研習營－跨文化社會工作學習與省思：邀
7

國立臺北大學

請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雲南大學、武

970831-0909

漢大學等 19 位師生來臺
2008 兩岸大學生新媒體人研習營：邀請中國傳媒大
8

世新大學

學、鄭州大學、南廣學院、武漢大學、雲南大學、湖
南大學等 31 位師生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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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905-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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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研究生交流活動
承辦單位

1

銘傳大學

活動名稱
邀請大陸上海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復旦大學、
上海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 10 位研究生

辦理時間

970407-0606

邀請大陸中南部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華中科技
2

銘傳大學

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中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

970407-0606

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 10 位研究生
邀請大陸華北與東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中國政法
3

東吳大學

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 8

970513-0712

位研究生

4

國立政治大學

邀請大陸華東及華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上海交通大
學、浙江大學、清華大學及中國政法大學等10位研究生

970519-0718

邀請大陸華中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中南大學、中南
5

銘傳大學

財經政法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鄭州大學及南昌大

970522-0720

學等 10 位研究生
邀請大陸北京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人民大學、
6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

970815-1014

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等 10 位研究生
邀請大陸華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廣州中山大學、
7

國立高雄大學

廈門大學、南開大學、華南理工大學、中南大學等 10 位研

970915-1113

究生
邀請大陸華東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上海財經大學、
8

國立高雄大學

華東政法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970915-1113

等 10 位研究生
邀請大陸華中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武漢大學、中南
9

國立政治大學

財經大學、西北政法大學、鄭州大學、雲南大學等 10 位研

970915-1114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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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邀請大陸華東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山東大學、
10

國立政治大學

清華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 10

970915-1115

位研究生
邀請大陸華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華南理工大學、
11

銘傳大學

廣西大學、廣西師範大學、南京大學、西北政法大學、暨

970915-1114

南大學、海南大學等 10 位研究生
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經濟類：邀請武漢大學、華中科技
12

國立中山大學

大學、華中師範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國地質大

970918-0927

學、武漢理工大學等 19 位研究生來臺

13

國立中正大學

邀請大陸西北與西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西安交通
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西南政法大學等 8 位研究生

970920-1120

邀請大陸西北與西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北京大
14

國立中正大學

學、西安交通大學、四川大學、西南財經大學等 9 位研究

970920-1120

生
邀請大陸華北與東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中國政法
15

東吳大學

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對外經貿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師

970922-980112

範大學等 10 位研究生

16

臺灣亞洲民主
資源協會

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社會類：邀請武漢大學、華中師範
大學、中南大學、湖南大學、西南大學、重慶大學、四川

970923-1002

大學等 12 位研究生來臺
邀請大陸北部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西北大學、

17

中國文化大學

南開大學、遼寧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
廈門大學、暨南大學等 10 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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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藝文、宗教及少數民族交流活動
承辦單位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中國佛教會

2008 兩岸佛教與慈善志業論壇：邀請中國佛教協會、江蘇省、
雲南省、江蘇省徐州市、河南省南陽市等佛教協會及雲南省佛
學院、佛教在線、上海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等 10 位宗教界人
士來臺

970711-0716

佛光大學

2008 邀請大陸地區文學相關系所學生來臺參加短期文學專業研
習活動：蘇州大學、福建師範大學、廈門大學、南京大學、上
海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
徐州師範大學等 10 位學生

970804-0813

3

國立成功大學

2008 兩岸當代藝術創作與藝術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國
研究院、山東大學、湖北美術學院、北京清華大學等 7 位教授
來臺

970831-0907

4

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

2008 邀請大陸藝術家來臺藝術村駐點：Sony publishing、銀杉皮
草設計公司等 5 位藝術家

970916-1015

5

國立政治大學

邀請大陸民族院校少數民族學生來臺交流：中央民族大學、西
北民族大學、中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等 10 位師生

971108-1116

佛光大學

2008 兩岸網路作家交流座談：邀請北京暢訊信通、上海小阿華
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廣州資訊時報、北京倍騰博能企業顧問公
司、北京奇正迪賽科技有限公司、文化週末雜誌等 7 位作家來
臺

971109-1117

1

2

6

◆ 兩岸大眾傳播人士互訪交流活動

1

2

3

承辦單位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全國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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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北京人民廣播電臺、上海文廣新聞傳
媒集團、河北人民廣播電臺、湖南人民廣播電臺、四川人民廣
播電臺、吉林人民廣播電臺、福建人民廣播電臺、海峽之聲廣
播電臺、內蒙古人民廣播電臺、甘肅廣播電影電視總臺、廣西
人民廣播電臺等 14 位流行節目主持人來臺

971016-1025

臺灣傳播管理
研究協會

邀請大陸新聞人員來臺專題採訪交通建設：貴州商報、新民晚
報、太原電視臺、河南人民廣播電臺、湖北省廣播電視總臺、
解放日報、天津人民廣播電臺、成都日社、廈門商報社等 11 位
記者

971031-1109

聯合報系文化
基金會

邀請大陸新聞人員來臺專題採訪東部市政建設：武漢晚報社、
四川廣播電視集團、成都商報社、貴州人民廣播電臺、雲南日
社、河南日報、吉林日報、湖南電視臺、華西都市報、中華記
協等 12 位記者

97121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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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圖書（光碟）交換及贈送
承辦單位

1

不凡數位錄音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名稱

錄製古漢語四書光碟

辦理時間
961115-970530
（跨年度計畫）

2

中原大學

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70101-1231

3

世新大學

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70101-1231

4

玄奘大學

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70101-1231

5

東吳大學

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70101-1231

6

東海大學

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70101-1231

7

國立中正大學

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70101-1231

8

國立成功大學

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70101-1231

9

國立政治大學

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70101-1231

10

國立臺北大學

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70101-1231

11

國立臺灣大學

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70101-1231

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70101-1231

13

輔仁大學

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70101-1231

14

銘傳大學

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970101-1231

◆ 兩岸新聞報導獎評選暨研討會
承辦單位

1

24

銘傳大學

活動名稱
第 12 屆兩岸新聞報導獎暨「新情勢下兩岸關係與
傳播交流研討會」

辦理時間

971126

附 錄

◆ 第12屆兩岸新聞報導獎得獎名單
項目

報紙新聞報導獎

報紙專題報導獎

電視新聞報導獎

電視專題報導獎

獎項

姓名
汪莉絹、李春

聯合報

中南海的權力遊戲－中共十七大

佳作

賴錦宏、陳東旭

聯合報

四川地震災區直擊－定格的五一二

佳作

張慧心等

人間福報

王程「邁開希望腳步」

優勝

林安妮等

經濟日報

不確定的年代－臺商大遷移

佳作

賀靜萍等

工商時報

佳作

王昶閔、胡清暉

自由時報

優勝

簡幸玲、邵維強

中國電視公司

四川「汶川地震」採訪紀實

佳作

連源濱、謝昶易

中華電視公司

北京辦奧運，臺商築夢？！

佳作

沈正彥、陳宜帆

中天電視臺

優勝

崔企川、詹育華

中天新聞

想家－開放大陸探親二十年

佳作

林曉慧、張梓嘉

公共電視臺

一”賭”澳門千萬變

佳作

梁欣如等

東森新聞臺

優勝

詹婉如

中央廣播電臺

佳作

陳彥臻

佳作

平面新聞攝影獎

作品主題

優勝

廣播專題報導獎

雜誌報導獎

獲獎單位

顧君美
（顧湄湄）

行政院農委會臺灣
區漁業廣播電臺

大國崛起中的區域競爭－走過改
革開放 30 年的中國大陸
追尋失落的大愛－兩岸器官移植
的困境與出路

四川「五一二」大地震突發新聞
採訪

「兩岸天空下」系列專題
兩岸環境媒體交流系列報導
《關心討海人》系列報導
當溫世仁遇見王建煊煊－愛無藩籬

中央廣播電臺

【溫世仁先生逝世五週年紀念系
列報導】

優勝

江逸之

天下雜誌

佳作

胡釗維、蕭勝鴻

商業週刊

佳作

林美姿、彭杏珠

遠見雜誌

優勝

王遠茂

中國時報

佳作

莊坤儒

臺灣光華雜誌

佳作

姜永年

壹週刊

「烈日照臺商」及「兩岸三地
1000 大」
黃金走廊
2008 兩岸工作潮系列報導－追
逐「薪」中國
變與不變
香港回歸 10 周年－與中國共舞
的日子
「消失的學校」－中國四川八級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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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補助辦理交流業務
◆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兩岸交流活動
類

受補助單位

別

學
術
類

大同技術學院

2008 年亞太經貿與金融保險國際學術研討會

大華技術學院

2008 第 9 屆兩岸經貿暨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

2008 東亞年輕天文學者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

兩岸國家級研究所交流計畫

中國青年救國團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愛護地球、美好人生－ 2008 兩岸三地大學生淨灘活動

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

樂‧生‧怒‧活：2008 年文化研究會議

中華民國全國教育會

兩岸高中學生 2008 年野外挑戰夏令營

中華民國全國教育會

2008 年海峽兩岸中小學管理與創新交流研討會

中華民國孫文學會

第 9 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2008 年國際特奧會東亞區桌球競賽暨國際邀請賽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

2008 兩岸關係發展前瞻論壇活動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2008 第 7 屆兩岸大學生辯論邀請賽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

2008 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

中興大學

第 2 屆兩岸和平論壇

世新大學

2008 兩岸大學生新聞營臺灣行

弘光科技大學

21 世紀知識經濟時代專業與通識的融合：理念課程、規
劃與教學實務研討會

佛光大學

第 8 屆政治與資訊科技研討會

社團法人臺灣應用行為分析協會

2008 年應用行為分析研討會

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兩岸三地大學生工作營－青年參與讓環境更美好

長榮大學

2008 年兩岸運動訓練與運動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

南華大學

補助開設兩岸研究專題講座課程（97 下半年）

財團法人吳健雄學術基金會

2008 年第 11 屆吳健雄科學營

財團法人東莞臺商育苗教育基金會

東莞市教育學會技職教育考察團

財團法人促進中國現代化學術研究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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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第 13 屆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

財團法人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參加第 2 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

國立中正大學

兩岸城市治理與鄉村治理學術研討會

附 錄

類

受補助單位

別

國立中興大學

第 6 屆全球戰略與臺海安全學術研討會

國立成功大學

2008 海峽兩岸工程力學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

2008 大陸學者「公共政策與治理」兩岸學術參訪團

國立政治大學

邀請中國社科院臺研所學者來臺參訪

國立政治大學

補助開設兩岸研究專題講座課程（97 下半年）

國立清華大學

2008 年海峽兩岸力學交流暨中學生力學競賽活動

國立清華大學

2008 年兩岸清華大學能源科技研討會

國立嘉義大學

2008 年海峽兩岸中小學教育學術研討會

國立臺北大學

學
術
類

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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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東亞教科書政策研討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課程改革議題－兩岸課程改革發展情況之比較研討會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年會學術發表及兩岸政策的圓桌論壇

國立臺灣大學

2008 兩岸大學生生態與環保研習營

國立臺灣大學

第 2 屆臺大生活營

國立臺灣大學

補助開設兩岸研究專題講座課程（97 上半年）

國立臺灣大學

補助開設兩岸研究專題講座課程（97 下半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第 7 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淡江大學

2008 年兩岸青年學術暨大陸實地參訪團

淡江大學

2008 第 1 屆兩岸紡織科技交流研討會

淡江大學

2008 年兩岸管理科學暨企業經營學術研討會

淡江大學

高等教育的發展與轉型學術研討會

逢甲大學

第 6 屆海峽兩岸山地災害與環境保育學術研討會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海峽兩岸學術教育交流活動

義守大學

2008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會議暨科學技術研討會

臺北縣環境關懷暨核安推廣協會

兩岸文化藝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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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受補助單位

別

學
術
類

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臺南科技大學

兩岸科技研發與創新管理研討會

臺灣世紀海峽兩岸文教交流協會

海峽兩岸優質高中師生 2008 阿里山夏令營

臺灣省教育會

2008 兩岸百名中小學校長論壇

臺灣原住民族塔麓灣永續發展協會

2008 年兩岸青少年教育論壇

輔仁大學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研習會

銘傳大學

兩岸關係回顧與前瞻座談會

一心戲劇團

2008 海峽兩岸歌仔戲藝術交流

九歌兒童劇團

九歌兒童劇團與福州市歌劇院合作《判官審石頭》來臺
演出

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

訪京滬－藝文工作考察

中華多元文化藝術復興協會

鐘永和先生《影像看臺灣》攝影圖片展覽

外表坊時驗團

2008 北京青年戲劇演出季《雲淡風輕》

亦宛然掌中劇團

揭開南管布袋戲的神秘面紗－ 2008 泉州習藝計畫

成長文教基金會附設鞋子兒童實驗劇團 《從前從前天很矮》2008 上海國際兒童藝術節交流演出
武顯貴絲竹室內樂團

藝
文

勇氣即興劇場
南華大學

類
屏東縣新世代大專青年服務協會
差事劇團

赴澳門參加【Theatresports 勁爆劇場大比拼－亞洲聯賽
2008】
赴香港雅樂文化親善訪問團
內蒙古自治區民族歌舞劇院－ 2008 天地祥雲之天堂草
原
《影的告別》北京戲劇家協會邀請交流演出

財團法人中華佛學研究所

中印絲路文化交流研究國際會議

財團法人牛哥漫畫文教基金會

牛哥漫畫作品澳門國父紀念館展覽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真光，和睦聖樂讚美會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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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兩漢青銅文物座談會

「相約北京 2008 －海峽兩岸藝術節」奧運文化活動

財團法人耕莘文教基金會

耕莘華人女性詩歌季暨第 3 屆葉紅女性詩獎系列活動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

朱宗慶打擊樂團 2 上海兒童音樂會

財團法人魏海敏京劇藝術文教基金會

魏海敏古典劇場－大師經典《極致綻放》

附 錄

類

受補助單位

別

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高雄市交響樂團

2008 高市交亞洲巡迴交流及演出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 50 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

國立成功大學

「異時空下的同文詩寫－臺灣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交
錯」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2008 海峽兩岸文化藝術管理論壇

國立臺東大學

2008 年海峽兩岸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

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梆聲千里》2008 北京海峽兩岸藝術節演出、兩岸豫劇
名家巡演、豫劇學術論壇
新編崑劇《孟姜女》大陸巡演暨「兩岸戲曲文化交流研
討會」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2008 年歌仔戲、客家戲、京劇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008 戲劇與劇場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藝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參加「第 1 屆杭州國際兒童民俗童玩藝術節」活動

文

新竹客家舞蹈團

應邀赴中國深圳、梅州演出，並進行兩岸文化交流

類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國民小學

海峽兩岸客家之樂

臺北市藝術文化交流協會

2008 雲南小桃李舞蹈夏令營

臺北崑劇團

2008 兩岸崑曲教學成果展

臺北愛樂合唱團
臺灣崑劇團

參加《2008 年杭州亞太國際口琴節大會暨錦標賽》國際
文化交流活動
2008 國際民歌博覽會音樂週－臺北愛樂合唱團北京巡演
《美意嫻情》傳習、講座與 2008 崑劇名家匯演

輔仁大學

兩岸宗教學術論壇與學術參訪活動

輔仁大學

2008 兩岸青年古典詩詞聯吟大會暨古典詩詞教學研討會

稻草人現代舞蹈團

應邀參與「2008 年北京兩岸當代青年戲劇演出季」

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

紀念海峽兩岸出版交流 20 週年活動

傳
類

計畫

新竹縣芎林鄉鄉音歌謠研究協會

臺北黃石口琴樂團

大

原住民泰雅文化兒童合唱團 2008 年受邀赴大陸交流訪問

中華傳播學會

傳播學門的統獨‧跨越與創新：實習、實驗到實踐的傳
播省思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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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受補助單位

別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08 年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邀請大陸地區大學出版社負責人來臺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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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大
傳
類

時報國際廣告公司

邀請大陸新聞網站負責人來臺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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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中華出版基金會

海峽兩岸著作權保護研討會

財團法人臺灣著作權保護基金會

2008 臺港兩地「短片由我創」製作大賽頒獎

財團法人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大陸寧夏青海新聞媒體訪問團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兩岸三地電影學校電影節

靜宜大學

媒體科技、創意產業與文化經濟學術匯聚論壇

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

2008 國際兒童人權高峰會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第 5 屆兩岸四地啟智服務研討會
北京殘奧無障礙圓夢之旅

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2008 第 3 屆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壇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深藏不露－伊甸海外志工服務隊

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2008 年大家一起推動熱愛生命運動

財團法人臺灣公益組織教育基金會

兩岸 NGOs 視訊隨選教育課程交流平臺續階計畫

國立中央大學

2008 年公民社會國際論壇

國立臺北大學

97 年大陸華中、西南地區社福團體組織營造計畫

國立臺北大學

97 年兩岸社福機構專業知能工作坊

實踐大學

臺中市私立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30

體
海峽兩岸電影文化研討會

會

他

天下雜誌 400 期特刊寄贈大陸地區重要機構、學校與媒

世新大學

社團法人臺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

其

辦理交流活動名稱

2008 兩岸四地社區工作研討會暨臺北市中山區推動健康
城市成果發表會
從臺灣 921 重建到汶川震災重建－兩岸銀髮族 NGO 災後
重建交流參訪

臺灣政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

2008 昆明草根公益協力營培訓

臺灣國際志工協會

2008 第 1 屆兩岸永續發展工作坊－志工運用之案例研習

附 錄

◆ 補助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及研究
姓名

杜興強

金以林

朱淵青

所屬服務機關

活動

備

類別

註

講學或研究科目或名稱

講學或研究地點

廈門大學會計資訊學系

國際公司治理與會計

大葉大學

講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

研究所

議研究（1927-1932）

中央研究院

研究

中央研究院

研究

中央研究院

研究

中央研究院

研究

中央研究院

研究

中央研究院

研究

中央研究院

研究

中央研究院

研究

中央研究院

研究

中原大學

研究

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疑古」與「重建」－中
國史學的現代化之路

因故
取消

廢娼政策中的性別政治
林紅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

－以 20 世紀 50 年代臺海
兩岸當局有關娼妓的言
說為例

郭潤濤

北京大學歷史系

明清地方政府與基層社
會互動關係研究
清代長江流域山區人口

張建民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流動與社會控制－以中
游山區為中心
臺灣與大陸兩地社會變

李煒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遷縱貫研究的比較研究
計畫

那順烏
日圖

內蒙古大學蒙古語言文字
研究所

蒙古文北京版《格斯爾》
標語語料庫建置暨辭彙
研究
明代宮庭佛經扉畫中的

羅文華

北京故宮博物院

藏傳佛教風格與圖像學
研究

吳根友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張建華

華北電力大學自動化系

近五十年來臺灣明清思
想研究
隨機分佈控制理論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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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吳璽宏

所屬服務機關
北京大學資訊科學技術學院
智能科學系

活動

備

類別

註

講學或研究科目或名稱

講學或研究地點

機器聽覺

中原大學

講學

宋連兵

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

中國仲裁制度與實務

中國文化大學

講學

壽湧毅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

全球管理專題

東吳大學

講學

葛兆光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東海大學

講學

陶祥興

寧波大學數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

講學

中國學術史研究方法
專題
奇異積分與偏微分方程

因故
取消

文人的視角與歷史學的
寧欣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闡釋－記小說與中國唐
宋城市社會

曹路生

上海戲劇學院

當代戲劇工作坊內容

國立交通大學

研究

廖大偉

東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清末民初的政治轉型

國立東華大學

講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

臺灣鄉村發展與治理對

研究所

中國大陸的啟示

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

國立清華大學

講學

國立清華大學

研究

楊團

兩岸農村治理績效與基
賴海榕

中央編譯局

層財政之比較：軟預算
弊病與監督機制之失效
臺灣高校教學評鑒的特

王戰軍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所

質及對大陸高等教育評
估的啟示與借鑒

劉海峰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

臺灣的大學入學考試制
度研究
明清臺灣口岸城市經濟

戴鞍鋼

復旦大學歷史系

研究－與上海、廈門等
港埠的比較

王立彥
傅杰

王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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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大陸上市公司財務訊息

會計學系

解析

復旦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訓詁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
研究所

海峽兩岸農村專業合作
組織發展與農村社會轉
型比較研究

因故
取消

附 錄

姓名

劉寶存

謝飛

雷軍蓉

所屬服務機關
北京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
育研究所
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湖南師範大學體育學院

講學或研究科目或名稱

比較高等教育學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中國地質大學地球科學院

大學
國立臺北藝術

影文化與電影導演創作

大學

舞龍運動技能指導與訓練

國立臺南大學

文獻、中國古代書畫研
究專題

周漢文

國立暨南國際

電影專題系列講座：電

講學課程：古文字與古
陳松長

講學或研究地點

華南加里東期花崗岩的
成因及其地殼演化意義

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

活動

備

類別

註

講學

講學

講學

因故
取消

講學

國立臺灣大學

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講學

塊體奈米金屬－絕緣體
范潤華

山東大學材料學院

複合材料製備和電磁性
質研究
大陸當代稅制改革；大

崔威

中國政法大學中美法學院

陸、美國企業所得稅法
比較

白楊

吉林大學文學院

牛克成

中國藝術研究院

孫高林

湖南省祁東縣體育局

周學普譯著的蒐集及分

國立臺灣師範

析建構

大學

中國色彩繪畫史、中國

國立臺灣藝術

傳統色彩學

大學

北獅運動技能教學

傳統武術文化與美學賞
梅杭強

天津體育學院民族體育學系

析：戳腳翻子的理論到
實踐

翁曉斌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民事訴訟法

國立臺灣體育
大學臺中校區

國立臺灣體育
大學臺中校區

開南大學

研究

講學
延至
講學

98
年

講學

講學

因故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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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學者專家赴大陸地區講學

34

姓名

所屬服務機關

講學科目或名稱

講學地點

蔣斌

中央研究院

臺灣南島民族社會與文化

北京清華大學

黃瑞祺

中央研究院

現代化與全球化研究

北京大學

郭國興

中國文化大學

海峽兩岸經貿金融專題研討

北京大學

蘇建州

世新大學

臺灣選舉民調與媒體使用行為
調查

中國傳媒大學

林瑞欽

玄奘大學

藥物濫用行為之防治與研究

中國政法大學

姜新立

佛光大學

比較政治學理論

吉林大學

陳子平

東吳大學

比較刑法學－案例的分析比較

北京大學法學院

汪銘生

國立中山大學

公共政策分析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
與公共事務學院

呂建德

國立中正大學

比較健康照護體系：兼論對於
中國醫療改革政策的意涵

中國人民大學

朱柔若

國立中正大學

全球化下的勞工問題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許耀明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私法之多元主義發展：歐
盟經驗

武漢大學

盧非易

國立政治大學

全球化；後現代；臺灣電影

北京電影學院

楊美華

國立政治大學

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研究專題

武漢大學

劉江彬

國立政治大學

兩岸智慧財產權專題

北京大學

王俊秀

國立清華大學

環境社會學；校園文化與通識
教育

中國人民大學

陳鎰明

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管理

上海體育學院

丘昌泰

國立臺北大學

第三部門與公民社會：臺港中
環保團體的比較研究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

胡平生

國立臺灣大學

近60年來臺灣的中國現代史研究

四川大學

許俊雅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日治時期臺灣小說專題

復旦大學

謝顒丞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

數位內容傳播及推廣研究方法
與實證案例

武漢大學

林本炫

國立聯合大學

宗教社會學研究方法與臺灣宗
教政策

上海大學

備註

因獲其他機關提
供經費，本會取
消補助

因故取消

附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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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俊峰

湖南大學

公司糾紛的訴訟程式研究

中原大學

黃夏莉

中南財經政法
大學

條約在中國國內法領域中的適用

中原大學

況湘林

中南財經政法
大學

國際法框架下論中日東海大陸劃界爭端－
兼論臺灣對海域石油探勘的法規政策

中原大學

卜璐

武漢大學

海峽兩岸工程仲裁制度比較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

李慶明

武漢大學

兩岸當事人在對方法院的訴訟主體資格

中國文化大學

文衛華

中國傳媒大學

新媒介環境下的受眾研究－以臺灣網路迷
群為例

世新大學

何秋竺

武漢大學

兩岸婚姻法律問題研究

玄奘大學

朱冬琴

上海財經大學

兩岸國有企業公司治理與並購績效之比較

東吳大學

徐英

廈門大學

（UNCITRAL 運輸法草案）對臺灣海商制度
之影響及對臺適用問題之研究

東吳大學

陳龍業

中國人民大學

產品缺陷研究

東吳大學

蘇蓓

中國政法大學

侵權行為法、醫事法、生物科技法

東吳大學

陳付強

中國科學院

禾螟、水螟及蕨螟亞科之系統生物學研究
（鱗翅目：草螟科）

因故
取消

國立中山大學

戴勁

武漢大學

康德哲學

國立中央大學

陳祖君

南京大學

詩．城市．哲學－論 20 世紀華文現代詩的
時間與空間

國立中央大學

張春蘭

北京師範大學

唐宋城市管理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

王璟

清華大學

臺灣互文性研究的調查

國立中正大學

陳達逹如

浙江大學

新型光子晶體光的研究和設計

國立交通大學

賀茂勇

中國科學院

利用海洋生物碳酸鹽硼同位素恢復古海水
PH 值

國立成功大學

林慶華

廣州美術學院

中小學美術課程中地區性繪本教學研究

國立花蓮教育大
學

于強

中國人民大學

臺灣非政府組織研究－以慈濟基金會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

北京大學

高等學校教師權益的法律保護

國立政治大學

袁文峰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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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蘇州大學

西學東漸下的中日傳統民俗的繼替－以晚
清士人的走日遊記和日本漢儒的來華遊記
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

楊紅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深切研究：1930 年代至戰後

國立政治大學

李芳

北京師範大學

義務教育階段家長擇校權研究－大陸地區
與臺灣地區比較的視角

國立政治大學

郝志運

中國人民大學

兩岸服務科學發展與管理之比較

國立政治大學

王春英

復旦大學

抗日戰爭時期日占區的商人活動

國立政治大學

倪斐

中國社會科學院

臺灣社團法律制度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

崔磊

中國傳媒大學

兩岸京劇新戲比較研究

國立清華大學

杜軍

山東大學

真實環境中的盲語音分離研究

國立清華大學

李小進

上海華東師範
大學

WLAN 射頻接收機中 CMOS 壓控振盪器設
計研究

國立清華大學

羅敏

華中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資訊學資料共用與智慧財產權的
衝突與協調：海峽兩岸法制之比較

國立清華大學

史麗華

華南理工大學

文化傳統影響下的臺商關係取向與企業社會
表現關係研究－基於利益相關者管理路徑

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蘭嵐

陝西師範大學

智力障礙兒童的情緒認知和表達能力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

魯地

蘭州大學

臺灣落後區域經濟發展及經濟政策創新研
究－以臺東縣為例

國立臺東大學

王

浙江師範大學

臺灣抒情童話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

浙江師範大學

科學教學中概念轉變之策略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

龍蔾

西南大學

嘉絨藏族與布農族人生禮儀之教育價值比
較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

孫佟

瀋陽師範大學

旅遊開發的比較研究：以瀋陽和臺東為例

國立臺東大學

杜文娟

廣西民族大學

供應鏈中信息交流模式研究－談網絡環境
下大陸和臺灣地區如何加強供應鏈管理

國立臺東大學

孫大偉

瀋陽師範大學

兩岸社區發展比較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

江立峰

南開大學

臺灣金融業發展現狀、前瞻及其對大陸的
借鑒意義

國立臺灣大學

胡寶琳

上海同濟大學

屈麥曲約束支撐框架抗震設計的理論分析
和試驗

國立臺灣大學

褚福民

北京大學

刑事法中的推定與證明責任的分配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模式化與本土化：形式司法改革路徑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李玲

姜旭英

程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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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學校

備註

因故
取消

附 錄

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趙明昊

北京大學

尼克森時期美臺關係之研究（1969-1972）

國立臺灣大學

李阿琳

北京清華大學

都市化過程中農村地區的住區變遷（集聚
住區的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北京大學

臺灣圖書館法制化建設管理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李志毓

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國民黨左派與汪精衛集團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張濤

北京清華大學

清乾隆朝三禮館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代超

北京大學

王龍溪的心學思想

國立臺灣大學

陳儒丹

北京大學

WTO 的未來和臺灣的參與之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劉淼

北京大學

稅收優惠的正當性分析

國立臺灣大學

馬雷軍

西南師範大學

臺灣原住民族教育法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夏勉

華中師範大學

海峽兩岸大學生對心理健康服務的認知與
求助態度的比較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吳建華

東南大學

跨江海大型橋梁結構混凝土劣化性能指標
及其檢測方法

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

饒翔

北京大學

革命鬥爭歷史與文學敘述－ 50、60 年代
大陸革命小說與臺灣反共小說比較

淡江大學

崔盛

北京師範大學

義務教育財政轉移支付量化研究－基於縣
級政府義務教育經費標準需求和供給能力
的測算

淡江大學

蕭寶鳳

南京大學

消解歷史的秩序：臺灣新世代作家的歷史
書寫

淡江大學

秦川

上海大學

基於 PDE 和紋理合成的數位圖像 Inpainting
研究

逢甲大學

蔣紅軍

廣州中山大學

臺灣鄉鎮自治研究

義守大學

趙會玉

西安交通大學

融資約束與中小企業成長

實踐大學

陶曲勇

中國人民大學

居延漢簡名物詞集釋

輔仁大學

歐陽戎元

首都師範大學

徐珊

［王二］（［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
｝］）的音系研究

備註

輔仁大學

李海峰

北京大學

六世紀到七世紀的華嚴思想－以杜順大師
為核心考察

輔仁大學

婁曉凱

上海復旦大學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文學與同時期大
陸文學比較研究

輔仁大學

李培功

廈門大學

行為公司治理之實證研究

銘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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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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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陳億樺

中國文化大學

兩宋氣論研究

北京大學

吳惠齡

東吳大學

老子論人與自然

北京大學

林佳雯

東海大學

陳彥蓉

國立中央大學

張興民

國立中央大學

侯彥伯

國立中正大學

黃健彰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大陸法定優先權的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

廖嘉琳

國立交通大學

改革開放下外資銀行監督管理之研究

上海交通大學

黃姿裴

國立交通大學

外資銀行法律地位之研究

上海交通大學

林怡婷

國立東華大學

陳昱穎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蔡文軒

國立政治大學

歐陽群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化外交政策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

陳俊元

國立政治大學

保險代位體系之再建構

中國政法大學

李偉嘉

國立政治大學

廖筱縈

國立政治大學

蘇祐磊

國立政治大學

簡瑛欣

國立政治大學

蔣逸青

國立政治大學

瀘沽湖週邊納西人與摩梭人傳統家屋
空間之研究
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發展之研究－
以樂施會（Oxfam）為例
民空航運隊之研究（1946-1949）
晚清廣州慈善事業的發展及其他性內
涵

環保自然葬政策在上海和臺灣應用的
案例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交戰略佈局研究
使民主運轉起來：比較中國大陸「黨
內民主」試點之成因

臺商高科技產業西進大陸與技術溢出
：以臺商筆記型電腦產業為例
消費前衛、政治後衛中國城鄉青年消
費主義傾向與公共事務參與關係研究
失根蘭花或漂泊浮萍：族群接觸與上
海臺商子女身分認同之關係
祖廟－臺灣民間信仰的體系
何處是我家？群際接觸對東莞臺灣人
身分認同之影響

備註

昆明理工大學

北京大學
南京大學
廣州中山大學

上海復旦大學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社會科學院

上海交通大學

上海社會科學院

上海社會科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

因故
取消

附 錄

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華文語境下的異聲：海峽兩岸少數民

接待學校

陳芷凡

國立政治大學

劉嫈楓

國立清華大學

李尚林

國立清華大學

胥若玫

國立清華大學

胡不歸－杜濬詩歌對歸家的追尋

南京大學

黃俊賢

國立清華大學

孔洞奈米材料的製備與特性鑑定

上海復旦大學

姜義坤

國立清華大學

計算機輔助藥物設計方法

中國科學院

歐子綺

國立清華大學

謝銘元

國立清華大學

李悅晉

國立清華大學

周麗卿

國立清華大學

張家豪

國立嘉義大學

謝玉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張祥鳳

國立臺東大學

黃慧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臺灣地區筆繪唐卡的預防性保護

四川大學博物館

王乃雯

國立臺灣大學

從家看雲南 HMONG 人的社會關係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

張祐偉

國立臺灣大學

北京四合院－空間與社會的轉化

北京清華大學

葉鴻霈

國立臺灣大學

古琴曲＜大小胡笳＞之研究

上海音樂學院

郭銘傑

國立臺灣大學

族現當代文學批評史研究
中國藍印戶籍制度的起源與變遷：移
工、國家與市場
公民權、國家能力與城市配給體制轉
型：中國民工子弟學校的正式化過程

治理、移民網絡、生活經驗：一個北
京流動人口聚居區的民族誌
中國選舉制度變遷邏輯－新制度論下
的視角
家庭社會資本的轉移－中國大陸臺商
第二代的企業繼承
民初新知識群體的興起－＜新青年＞
的思想發展、傳承系譜與文化動向
敦煌講唱文學中的戰爭主題
大陸地區小學語文教科書看圖寫話
（習作）教材研究
區域主義下國家發展佈局：以環渤海
經濟圈為例

非外交史－以中國發現歷史學與政治
科學

備註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政法大學

廈門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
蘭州大學
福建師範大學

北京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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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所屬學校

研究名稱

接待學校

備註

醫療契約－以「醫療行為與法律－中
莊錦秀

國立臺灣大學

國大陸法制與其醫療社會結構考察」

北京大學

為中心
趙宏禧

北京胡同的生與死？！中國大陸的舊

國立臺灣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

城改造與歷史保存
影響兩岸人力招聘網站競爭策略因素

洪安蕾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之研究－臺北、北京與上海網路招聘

中國農業大學

市場實證
盧鴻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俊吉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簡丞佐

淡江大學

黃文倩

淡江大學

林家豪

輔仁大學

臺灣周邊海域之波浪、海流交互作用

國家海洋局第一海

研究

洋研究所

寶寧寺元明時期水陸道場繪畫研究

山西博物院

海峽兩岸國民教育階段教科書選用制
度之比較研究
1957 年與理想主義者－「探求者」文
學敘事與心態重構
由游泳探討西方體育在中國的傳播與
變遷（1895-1937）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復旦大學

上海復旦大學

◆ 獎助在大陸地區出版之臺灣著作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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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名稱

出版單位

出版日期

陳啟雲

儒學與漢代歷史文化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10

陳啟雲

治史體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10

黃克武

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的調適思想之研究

新星出版社

2006.05

王吉林

君臣之間－唐代宰相與政治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06

林冠群

唐代吐蕃史論集

中國藏學出版社

2006.09

王志誠

金融資產證券化－立法原理與比較法治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10

黃囇 莉

華人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

重慶大學出版社

2007.04

吳柏林

市場調查研究之新方法

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

2008.03

陳正雄

抽象藝術論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5.11

附 錄

附錄四：獎補助要點
◆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補助辦理兩岸交流活動作業要點
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三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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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年八月三十一日第四十一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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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六日第五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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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妥善

７、邀請大陸團體或專業人士來臺交流者，應

運用基金，以推動大陸政策，促進兩岸交流，

附我方邀請函影本；應邀赴大陸進行交流

並協助辦理兩岸交流活動，特訂定本要點。

之活動，則需附大陸邀請單位之邀請函影

二、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之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
（構），及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民間團體，為辦

本。
（二）申請人為個人者應備之文件：

理兩岸交流活動，得依本要點向本會申請補

１、個人學、經歷資料。

助；港、澳及國外地區之人民、機構、民間團

２、研究計畫書（包括主題、內容、接待機構

體辦理兩岸交流活動或來臺從事兩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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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敘明原因於活動前提出申
請。

或學校、研究期程）。
３、研究經費預算表。
４、是否向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或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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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為機關（構）、團體者應備之文件：
１、活動計畫書（包括活動名稱、宗旨、內
容、時程、對象、地點及活動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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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活動經費預算細目表。

束後一個月內，檢具活動成果報告及經費支

３、大陸來臺或我方赴大陸交流團員名冊（包

付單據向本會辦理核銷（學術研討會應附論文

括姓名、性別、現職、學歷、經歷等）。
４、該活動是否向其他機關申請或獲得補助之
說明書。
５、民間團體應附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
影本（港、澳及國外地區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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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學術研討會需附研討會議程及論文大綱或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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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補助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及研究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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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六日第二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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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四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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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八日第五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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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促進

（三）具有特殊民族藝術、民俗技藝或體育專

兩岸學術人才交流，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業造詣，取得省級以上證明，或於最近

二、本要點所稱「講學」，係指經臺灣地區大學校

五年內參加省級以上或相當等級之競

院或重要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延攬單位）

賽，獲得前三名，並能提出證明者。

延攬來臺定點開設課程、專題講座、傳習或教

四、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以在學期期間為

練；所稱「研究」，係指來臺參與臺灣地區一

原則，如有特殊情形須在寒、暑假期間講學

所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主持之專案研究計

者，應敘明必要之理由。

畫。

五、申請案每年辦理兩次。申請人應於每年一月一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為在學術、教育、科技、體

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或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育、文化、藝術及民俗技藝等領域具有專業造

備齊下列文件各二份，交由延攬單位統一造冊

詣，年齡在七十歲以下，身心健康之大陸地區

向本會提出申請︰

學者專家，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 ） 現 任 大 陸 地 區 重 點 大 學 及 列 入 大 陸

（一）申請名冊（由延攬單位統一造冊）。
（二）申請表。

二一一工程之省級大學、藝術及體育等

（三）講學或研究計畫書（申請人填寫）。

專業性大學或重要研究機構專任教授（研

（四）延攬單位延攬計畫（延攬單位填寫）。

究員）或副教授（副研究員），並於最近

（五）學經歷證明文件、專利證明、專門職業

五年內發表重要著作或在國際學術界獲

或專業技術證明等文件影印本。

有殊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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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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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前，
公布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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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補助經費項目如下列︰

（三）講學或研究成果報告（延攬單位填寫）。

（一）機票費：按實際往返地點經濟艙票價計

（四）來回機票存根正本、購票證明及受補助

算，其經費上限由本會另訂之。但不包

人簽收之機票費領據。若以機票票根影

括大陸地區內陸交通費、行李托運費、

本核銷者，則必須另附延攬單位出具之

機場稅等有關費用。

無法取得單據支出證明。

（二）生活費︰每日補助新臺幣壹仟肆佰伍拾
元。
（三）鐘點費或研究工作費︰每小時新臺幣柒

（五）保險公司出具之保險費收據正本。
（六）受補助人簽收之生活費、鐘點費或研究
工作費領（收）據。

佰玖拾伍元（依教育部規定之教授鐘點

申請人於來臺講學（或研究）同一期間，同時

費支付，得依年度彈性調整）。每人每月

向本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補（獎）助

最高補助十六小時。

來臺灣地區講學、研究或從事其他活動並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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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者，本會得視其補（獎）助情形，核定補助
項目及經費。

（五）保險費︰包括意外身故及殘廢、意外傷

八、本補助以會計年度為準，受補助人應於本會核

害 醫 療 及 疾 病 住 院 醫 療 費。 依 來 臺 天

定同意補助之該年度內完成講學或研究活動。

數，每人投保肆佰萬元新臺幣保險費核

講學或研究期程不得少於一個月。受補助人

算（延攬單位應以要保人身分代辦投保

如有特殊原因無法於前項期間完成講學或研究

手續）。

者，延攬單位應徵得本會書面同意後，方得延

前項經費補助人數、項目及期程，本會依實際
需求核定。鐘點費或研究工作費及生活費所
得，由其延攬單位依有關法規，扣繳受補助人
之所得稅。
七、補助經費分兩期撥付。第一期款於簽約後，由

至下一會計年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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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攬單位於受補助人確定來臺二週前，檢具中

十一、接受本會補助來臺講學或研究者，其申請入

央主管機關核准受補助人入境之核准文件影本

境事宜，須依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

及補助經費三分之二款額之領據請領。第二期

區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

款於講學或研究結束後一個月內（惟最遲須於

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講學或研究當年會計年度終了前），檢具下列
文件請領，並辦理核銷手續︰

十二、受補助人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如違反本要點
或相關規定或從事與許可入境事由不符之活

（一）第二期補助款領據（延攬單位出具）。

動者，本會得撤銷或終止補助，並依相關法

（二）講學或研究心得報告（受補助人撰寫，

規處理。

以五千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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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補助學者專家赴大陸地區講學作業要點
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四日第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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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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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四十二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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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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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五十一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八日第五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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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
兩岸學術人才交流，提升兩岸學術水準，促進
兩岸良性互動，特訂定本要點。

相關論文者。
（三）具特殊才能之專業人士，於最近五年內

二、本要點所稱「講學」，係指赴大陸地區重點大

正式出版與講學課程有關之專書、代表

學及列入大陸地區二一一工程之省級大學、藝

性著作或在相關專業領域之造詣能提出

術及體育等專業性大學或重要學術研究機構，

證明者。

定點開設三星期以上課程或專題講座，但不得
擔任專職教師。
三、申請人須具下列資格之一：

四、赴大陸地區學校講學，以在學期期間為原則，
如有特殊情形須在寒、暑假期間講學者，應敘
明必要之理由。

（一）現任臺灣地區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

五、申請人之講學主題應符合本會規劃方向，但其

專任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或相當職級

他主題如能呈現臺灣地區學術特色者不在此

以上職務，於最近五年內正式出版與講

限。本會規劃方向訂於每次申請案開始受理二

學課程有關之專書（不包括主編或翻譯

個月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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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申請案每年辦理兩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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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下列方式提出申請：

（以下簡稱學校或機構）專任副教授或副

（一）現任職於學校或機構之學者專家，由所

研究員以上職務，且年齡在七十歲以下

屬學校或機構首長推薦，並備齊下列文

之退休人員，於最近五年內正式出版與

件，由所屬學校或機構統一造冊並備函

講學課程有關之專書（不包括主編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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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申請名冊（由所屬單位統一造冊）。

原則，如有特殊情形需中途回臺，應述明理

２、申請表格。

由，報請本會同意。中途回臺之所有費用自

３、講學計畫書。

理，並視回臺日數，按日扣除相關費用。

４、大陸地區重點大學（院、系、所）及列入

九、受補助人應於回臺後一個月內（惟最遲須於講

大陸地區二一一工程之省級大學、藝術及

學當年會計年度終了前），檢具下列文件，交

體育等專業性大學（院、系、所）或重要

由所屬學校或機構函送本會辦理撥款及核銷

學術研究機構，出具之邀請或同意文件及

（非屬學校或機構之學者專家，得個別函送本

提供待遇說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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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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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來回機票存根正本、航空公司購票證明

（二）非屬學校或機構學者專家，個別函送本

（或旅行同業公會統一印製之旅行社代收

會 申 請， 其 申 請 文 件 除 免 備 申 請 名 冊

轉付收據）及旅行平安保險費收據正本。

外，其餘均同第一款各項文件。

（四）辦理證照費用收據正本。大陸地區之機

申請案件依申請人學術或專業成就、講學計

場稅須檢附收據正本。

畫、大陸地區學校或機構提供之相關待遇及是

（五）受補助人簽收之領據。

否符合本會規劃方向等進行審查，並於每年

申請人於赴大陸地區講學同一期間，同時向本

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前，公布審查結

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補（獎）助赴

果。

大陸地區講學、研究或從事其他活動並獲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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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計
算，但不包括行李托運費及大陸地區內
陸交通費。
（二）生活費：每個月新臺幣貳萬伍仟元。
（三）教材講義費：新臺幣壹萬元。

者，本會得視其補（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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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人應於本
會核定同意補助之該年度內完成講學活動，不
得申請延期到下一會計年度辦理。
十一、依本要點從事講學，如涉有請假、職務代

（四）證照費：辦理護照及出入境費用。

理、薪資等問題，應由受補助人自行徵得所

（五）保險費：依赴大陸地區之天數，每人投

屬學校或機構之同意，並自行辦理。

保新臺幣肆佰萬元之保險費核算。

十二、受補助人赴大陸地區講學，其申請出入境事

前項經費補助人數、項目及期程，本會依實際

宜，依據「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許可

需求核定，並由所屬學校或機構依有關法規，

辦法」有關規定，自行辦理。

扣繳受補助人之所得稅。
八、受補助人赴大陸地區講學，講學期程不得少於
三星期，在講學期間以在大陸地區連續停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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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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獎助大陸地區研究生來臺研究作業要點
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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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日第二十六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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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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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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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研

本會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前，

究生來臺研究，促進兩岸青年學術交流，特訂

公布審查結果。

定本要點。

六、獎助經費項目如下列：

二、本要點所稱「研究」係指來臺進行與所學專業

（一）機票費：按實際往返地點經濟艙票價計

相關之修習或資料蒐集。但不得依本要點要求

算，其經費上限由本會另訂之。但不包

在臺灣地區之大學院校修習學分或取得學位。

括大陸地區內陸交通費及行李托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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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活費：每月新臺幣貳萬元。
（三）資料費：每人新臺幣貳萬元。
（四）臺灣地區教授指導費：每月新臺幣參仟
元。

日由其在臺接待之大學院校代向本會申請。每

（五）學校學生宿舍費：核實報支。

人限申請一次。

（六）證照費：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繳納

五、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各二份，由在臺接待之
大學校院備函（由校長署名）代向本會提出申
請：

之來臺旅行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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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請表（由申請人親自填寫）。

前項經費獎助人數、項目及期程，依本會實際

（二）在學證明。

需求核定。生活補助費，依財政部函釋，無須

（三）研究計畫書。

扣繳所得稅。

（四）碩士或大學學位證明文件影本及其他成
就證明影本。

七、獎助經費分兩期撥付。第一期款由接待學校與
本會辦理簽約後，於受獎人確定來臺研究二週

（五）申請人導師及接待學校同意指導之副教

前，由學校檢附三分之二獎助款項領據及中央

授以上人員各一人之推薦書（由推薦人

主管機關核准入境文件請領並轉發受獎助人，

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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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接待學校接待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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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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獎助以會計年度為準，受獎助人應於本會核
准同意獎助之當年度內完成研究。研究期程不

（一）第二期獎助款領據（由接待學校出具）。

得少於一個月。獎助人如有特殊原因，無法於

（二）來回機票票根正本、購票證明及受獎助

前項期間完成研究者，接待學校應徵得本會書

人簽收之機票費領據（若以機票票根影
本核銷者，必須另附接待學校出具之無
法取得單據支出證明）。
（三）保險費收據。
（四）學校開立之住宿費收據。

面同意後，得延至下一會計年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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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以及
其他必要之協助。
十、受獎助人來臺研究者其申請入境事宜，依據

（五）臺灣地區教授簽收之指導費收據。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及

（六）受獎助人簽收之生活費及資料費收據。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

（七）來臺旅行證費用收據正本。

法」有關規定辦理。

（八）研究心得報告二份（報告內容應包括行

十一、受獎助人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如有違反本要

程紀要、研究心得、對兩岸交流看法、

點或相關規定或從事與許可入境事由不符之

結語與建議。字數以五千字為原則）。

活動者，本會得撤銷或終止獎助，並依相關

申請人於來臺研究同一期間，同時向本會、其

法規處理。

他機關（構）、團體申請補（獎）助來臺研究
或從事其他活動並獲同意者，本會得視其補
（獎）助情形，核定獎助項目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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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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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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日第二十六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九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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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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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
大學校院博、碩士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不
含港、澳地區），促進兩岸青年學術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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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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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進行與撰寫學位論文有關之修習或資料蒐

（七）大陸地區接待學校（院、系、所）或學

集，但不得依本要點在大陸地區高等校院修習

術研究機構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以上一人

學分或取得學位。

同意指導研究之同意函（須註明工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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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應於每年一月

位、職稱、住址及聯絡電話）。
（八）大陸地區接待學校（院、系、所）或學
術研究機構出具之邀請函。

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或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

本會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前，

日由其所屬學校代為申請。每人限申請一次。

公布審查結果。

五、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各兩份，由所屬學校統
一彙整造冊並備函（由校長署名）代向本會提
出申請：
（一）申請名冊（由學校統一造冊）。

六、獎助經費項目如下：
（一）機票費：按實際往返地點經濟艙票價計
算，但不包括大陸地區內陸交通費及行
李托運費。

（二）申請表（由申請人親自填寫）。

（二）生活費：每個月新臺幣貳萬元。

（三）學校出具修畢學位學分二分之一之有關

（三）資料費：每人新臺幣貳萬元。

證明。

（四）大陸地區教授指導費：每個月新臺幣參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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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證照費：辦理護照及出入境費用。

會、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獎（補）助赴

（六）保險費：依赴大陸地區之天數，以每人

大陸地區研究者或從事其他活動並獲同意者，

投保新臺幣肆佰萬元之保險費核算。

本會得視其獎（補）助情形，核定獎助項目及

前項經費獎助人數、項目及期程，本會依實際

經費。受獎助人於完成學位論文後，應函送本

需求核定。

會三冊，以供參考。

七、獎助經費分兩期撥付。第一期款由所屬學校與

八、本獎助以會計年度為準，受獎助人應於本會核

本會辦理簽約後，於受獎助人確定赴大陸地區

定同意獎助之該年度內完成研究。研究期程不

研究日期後，由學校檢附三分之二獎助經費之

得少於一個月，且不得申請延期至下一會計年

領據請領並轉發，第二期款於研究結束後一個

度辦理。若因故不能赴大陸地區研究，應於事

月內，檢具下列文件提交學校彙整後請領，並

前由所屬學校以書面告知本會，並返還已領之

辦理核銷手續：

全部費用。

（一）第二期獎助款領據（由所屬學校出具）。

九、受獎助人所提申請表資料、研究計畫及大陸地

（二）來回機票票根正本及航空公司購票證明

區指導人員等，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者，應事

（或旅行同業公會統一印製之旅行社代收
轉付收據）。

先由所屬學校徵得本會書面同意。
十、受獎助人赴大陸地區研究，在獎助研究期間應

（三）辦理證照及出入境費用收據正本及進出

連續在大陸地區停留，如有特殊情形須中途回

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證照影本（須註明

臺，應述明理由，報請所屬學校校長同意，並

出入境日期，另大陸地區之機場稅須檢

副知本會。中途回臺之所有費用自理，並視回

附收據正本）。

臺日數，按日扣除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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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應包括行程紀
要、研究心得、對兩岸交流看法、結語
與建議。字數以五千字為原則。）
申請人於赴大陸地區研究同一期間，同時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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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申請入出
境事宜，依據「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
許可辦法」有關規定，自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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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第十七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廿一日第廿四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一日第三十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四十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五十一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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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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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文字第 0970001669 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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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

（四）接受委託代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

港、澳地區）出版發行圖書，以反映臺灣地區

（五）經轉讓取得著作財產權者應附轉讓契約

學術及社會發展經驗，加強大陸民眾對臺灣地
區之認識，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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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影本。
六、審查方式：由本會聘請專家學者進行審查。
七、本獎助分甲、乙兩級。獎助額度：
（一）甲級：單本著作每本獎助新臺幣十萬元。
套書依冊數獎助，但每套不超過新臺幣
三十萬元。
（二）乙級：單本著作每本獎助新臺幣七萬元。

（二）為十萬字以上之中文著作。

套書依冊數獎助，但每套不超過新臺幣

（三）寫作完竣（含已在臺灣地區出版或未出

二十萬元。

版著作）且未於大陸地區出版發行者或

前項獎助經費由本會依有關法規扣繳受獎助人

已在大陸地區發行兩年以內者。

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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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經核定獎助，已在大陸地區出版者，申請人應
憑領據向本會請款；尚未在大陸地區出版者，

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海外學人著作得專案

申請人應檢附在大陸地區出版版本著作二冊

審定，不受前項第一款之限制。

（套）及領據向本會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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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請文件：
（一）申請表。
（二）申請獎助之著作（預訂在大陸出版之稿
件或已在大陸出版之版本）三份。
（三）民間機構申請時應附公司執照或法人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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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證書影本。

經核定獎助尚未於大陸地區出版之著作，在大
陸出版版本與申請獎助稿件內容有顯著差異
者，本會得酌予刪減獎助金額；完全不符者本
會得撤銷獎助。
九、經核定獎助尚未於大陸地區出版之著作，於核
定之日起二年內未正式於大陸地區出版發行
者，應撤銷獎助。

附 錄

◆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兩岸新聞報導獎設置要點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第十七次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廿六日第廿三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廿四日第廿八次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廿九日第三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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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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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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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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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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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 98 年 3 月 5 日陸文字第 0980004024 號函核定

一、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對
兩岸關係暨大陸、港澳新聞之報導，提升新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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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以增進國際及民眾對兩岸關係暨大陸、港澳

四、本報導獎各類獎項各取優勝作品乙名、佳作二

現狀與發展之認識，設置兩岸新聞報導獎（以下

名，將以公開方式表揚，並事先公布入圍名

簡稱「本報導獎」），特訂定本要點。

單。專業新聞類優勝作品頒予獎金新臺幣壹拾

二、本報導獎分專業新聞及公民新聞二部分，設置
獎項如下：
（一）專業新聞類：
1、報紙新聞報導獎。2、報紙專題報導獎。
3、廣播新聞報導獎。4、廣播專題報導獎。

貳萬元及獎座乙座，佳作每名各頒新臺幣壹萬
元及獎牌乙面；公民新聞類優勝作品頒予獎金
新臺幣伍萬元及獎座乙座，佳作每名各頒新臺
幣伍千元及獎牌乙面。
五、注意事項：

5、電視新聞報導獎。6、電視專題報導獎。

（一）本報導獎自受理報名時起，至頒獎結束

7、雜誌報導獎。8、新聞攝影獎（平面）。

期間，為擴大活動之宣傳報導，參賽作

（二）公民新聞類：
1、影音新聞報導獎。2、非影音新聞報導獎。
三、報名資格及方式:
（一）專業新聞類 : 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設立新聞
事業之專職新聞從業人員。
（二）公民新聞類：非傳播機構編制內之中華
民國國民。

品之著作人應授權本會無償使用，且得
獎者之作品亦得由本會日後非營利無償
使用。
（二）公民新聞參賽者繳交之參賽作品，不得
為任職於新聞媒體期間，為所屬媒體產
出之作品。
（三）社會各界對入圍者資格有疑義時，應於

第一項人員在一年內（前一年七月一日至當年

入圍名單公佈十日內，檢具相關書面資

六月三十日）所發表之作品（公民新聞需在

料向主辦單位提出。

網路新聞平台發表），符合本要點設立之宗

（四）入圍及獲獎作品，倘有侵害他人權利、

旨者，皆可於每年七月一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

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法令情事，經查證屬

止，以推介或自薦方式報名參加選拔。報名時

實者，由主辦單位撤銷其入圍及得獎資

得繳交代表作品一份並檢附一年內發表之相關

格，並收回其已領得之獎座及獎金。

作品以供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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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97 年度大事紀（97.01.01 ～ 97.12.31）
時間
1月1日

重要記事
◆ 委託國立臺灣大學等 13 校辦理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
◆ 召開第 80 次委員會議。核備試辦大陸地區法律、大傳研究生來臺研（實）習活動成效報告；

3月5日

通過中華發展基金 96 年度決算及重要工作執行結果、97 年度「雜誌在大陸地區贈閱活動郵
資補助」案。

4月7日

◆ 委託銘傳大學邀請復旦大學等 10 位大陸上海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 委託銘傳大學邀請華中科技大學等 10 位大陸中南部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 召開第 81 次委員會議。通過中華發展基金 98 年度預算編列及重要業務規劃案、中華發展基

4 月 29 日

金會計制度修正草案、補助臺灣國際志工協會辦理「2008 第 1 屆兩岸永續發展工作坊－志工
運用之案例研習」。

5 月 13 日

◆ 委託東吳大學邀請中國政法大學等 8 位大陸華北與東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5 月 19 日

◆ 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邀請上海交通大學等 10 位大陸華東及華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5 月 22 日

◆ 委託銘傳大學邀請中南大學等 10 位大陸華中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6 月 19 日

◆ 委託中華民國木鐸學社邀請長春市第一中學等 9 位大陸吉林省中小學校長來臺參訪。
◆ 召開第 82 次委員會議。核備 97 年度第 2 期補助兩岸學者專家及專業人士互至彼岸講學或研

6 月 26 日

究審查結果、97 年度第 2 期獎助兩岸研究生互至彼岸研究審查結果；通過中華發展基金會計
制度修正草案、補助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辦理「2008 第 3 屆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論
壇」活動。

7 月 11 日

7 月 23 日

7 月 26 日
8月4日
8月5日
8 月 15 日
8 月 23 日

◆ 委託中國佛教會辦理 2008 兩岸佛教與慈善志業論壇，邀請中國佛教協會等 10 位宗教界人士

來臺。
◆  委 託財團法人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辦理 2008 年兩岸高中生綻放活力、Jump In

Taiwan 夏令營，邀請夷陵中學等 18 位師生來臺。
◆ 委託財團法人臺北市松竹梅文化基金會辦理 2008 年兩岸高中生探索臺灣之美夏令營，邀請

西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等 18 位師生來臺。
 託佛光大學邀請蘇州大學等10位大陸地區文學相關系所學生來臺參加短期文學專業研習活動。
◆委
◆ 委託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辦理 2008 兩岸高中生表演藝術夏令營，邀請雲南大學附屬中學等 19

位師生來臺。
◆ 委託中國文化大學邀請人民大學等 10 位大陸北京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 委託國立中央大學辦理 2008 兩岸大學生網路科技與創意行銷研習營，邀請華中科技大學等

24 位師生來臺。
◆ 委託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辦理 2008 兩岸三地環保與志工大學生研習營，邀請南昌大學等 88 位

師生來臺。
8 月 29 日

◆ 召開第 83 次委員會議。通過中華發展基金 98 年度預算編列及業務規劃案、補助財團法人臺

中市私立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辦理「從臺灣 921 重建到汶川震災重建－兩岸銀髮族 NGO 災後
重建交流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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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8 月 30 日

重要記事
◆ 委託國立東華大學辦理兩岸大學生人文歷史研習營，邀請四川大學等 18 位師生來臺。
◆ 委託國立臺北大學辦理兩岸大學生研習營－跨文化社會工作學習與省思，邀請華中科技大學

8 月 31 日

等 19 位師生來臺。
◆ 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辦理 2008 兩岸當代藝術創作與藝術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國研究

院等 7 位教授來臺。
9月5日

◆ 委託世新大學辦理 2008 兩岸大學生新媒體人研習營，邀請中國傳媒大學等 31 位師生來臺。
◆ 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邀請山東大學等 10 位大陸華東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 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邀請武漢大學等 10 位大陸華中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 委託銘傳大學邀請華南理工大學等 10 位大陸華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9 月 15 日

◆ 委託國立高雄大學邀請廣州中山大學等 10 位大陸華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 委託國立高雄大學邀請上海財經大學等 10 位大陸華東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 委託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邀請衡陽市湘南實驗中學等 7 位大陸民辦學校中小學校長來臺

參訪。
9 月 16 日

◆ 委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邀請 Sony publishing 等 5 位大陸藝術家來臺藝術村駐點。

9 月 18 日

，邀請武漢大學等 19 位研究生來臺。
◆ 委託國立中山大學辦理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經濟類）

9 月 20 日
9 月 22 日
9 月 23 日
9 月 28 日

◆ 委託國立中正大學邀請西安交通大學等 8 位大陸西北與西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 委託國立中正大學邀請北京大學等 9 位大陸西北與西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 委託東吳大學邀請中國政法大學等 10 位大陸華北與東北地區法律研究生來臺研習。

，邀請武漢大學等 12 位研究
◆ 委託臺灣亞洲民主資源協會辦理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社會類）
生來臺。
◆ 委託中國文化大學邀請江西藍天學院等 10 位民辦高校負責人來臺參訪研討。

10 月 15 日 ◆ 委託中國文化大學邀請西北大學等 10 位大陸北部地區大眾傳播研究生來臺實習。
10 月 16 日

◆ 委託全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2008 兩岸廣播流行節目主持人交流座談，邀請中央人民廣

播電臺等 14 位流行節目主持人來臺。

10 月 31 日 ◆ 委託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邀請貴州商報等 11 位記者來臺採訪交通建設專題。
11 月 8 日

◆ 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邀請中央民族大學等 10 位少數民族師生來臺交流。

11 月 9 日

◆ 委託佛光大學辦理 2008 兩岸網路作家交流座談，邀請北京暢訊信通等 7 位作家來臺。

11 月 26 日 ◆ 委託銘傳大學辦理第 12 屆兩岸新聞報導獎暨「新情勢下兩岸關係與傳播交流研討會」。
◆ 召開第 84 次委員會議。核備大陸文教交流人士對臺灣觀感問卷分析報告、中華發展基金會

12 月 8 日

計制度修正案；通過補助國立臺北大學辦理「97 年兩岸社福機構專業知能工作坊」活動、98
年度雜誌在大陸地區贈閱活動郵資補助案。

12 月 14 日

◆  委 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邀請武漢晚報社等 12 位大陸新聞人員來臺採訪東部市政建設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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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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合計

申請

5

97

137

267

353

373

885

686

783

610

711

731

466

594

640

7338

通過

3

47

68

127

205

226

603

419

416

377

390

336

128

311

321

3977

89

90

91

( 案件數 )

Ĳııı

申請
通過

Ĺıı
ķıı
ĵıı
ĳıı
ı
83

84

85

86

87

88

92

93

94

95

96

97

( 年度 )

◆ 中華發展基金歷年委辦及補助案件數趨勢
年度
項目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合計

委辦案

6

17

16

16

33

46

49

35

40

47

56

54

26

50

60

551

補助案 ( 一 )

0

25

32

52

86

111

208

126

142

119

154

129

112

166

172

1634

補助案 ( 二 )

3

27

39

83

100

108

379

254

257

161

216

207

14

124

136

2108

9

69

87

151

219

265

636

415

439

327

426

390

152

340

368

4293

87

88

89

90

96

97

合

計
( 案件數 )

Ĺıı

合計

ĸıı

補助案 ( 二 )

ķıı

補助案 ( 一 )
委辦案

Ķıı
ĵıı
Ĵıı
ĳıı
Ĳıı
ı
83

84

85

86

91

92

93

94

95

(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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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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及96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一般性之兩岸交流活動案件數比較
( 案件數 )

270

Ĵıı

申請案

236

ĳĶı

補助案

ĳıı
128

124

ĲĶı
Ĳıı
Ķı

( 民國 )

ı
96 年度

97 年度

97年度及96年度委託辦理兩岸文教交流活動案件數比較
( 案件數 )

ķı

56

50

96 年度

Ķı

97 年度

ĵı
Ĵı

23

23
17

ĳı
3

Ĳı

7

7

17

9
( 民國 )

ı
學術類

藝文類

大傳類

其他

總件數

97年度及96年度補助兩岸學者專家講學及研究、
獎助研究生研究等4項計畫申請及補助案件數比較
( 案件數 )

ĵıı
ĴĶı
Ĵıı
ĳĶı
ĳıı
ĲĶı
Ĳıı
Ķı
ı

362

358

申請案
補助案

180

171

( 民國 )

96 年度

9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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