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退職工友春節特別照

護金

本會符合「早期支領一次退

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

發給年節照護金作業要點」

之退職技工工友1人－個人

18,000 一般行政 106/12/08 臺北市

本會退休人員春節慰問金 本會符合「行政院令頒退休

人員照護事項」、「考試院

頒公務人員遺族照護辦法」

之退休（職）人員及撫卹遺

族等共計5人－個人

10,000 一般行政 107/02/01 臺北市、新北市

本會退職技工工友春節慰

問金

本會符合「行政院令頒退休

人員照護事項」之退職技工

工友共計25人

50,000 一般行政 107/02/01 臺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新

竹縣及彰化縣

107年貧困歸僑春節慰問

金

李○○等18人－個人 26,300 僑民及僑團聯繫

服務與接待

107/02/02 臺北市

返國機票補助費 補助107年紐澳非地區華文教

師研習班33名學員機票款 －

個人

276,466 僑校發展與輔助 106/06/12 因補助對象為海

外教師，無法歸

屬於特定縣市

107年1月至6月全民健康

保險補助費

全國各校參加全民健保在學

僑生 － 個人

22,000,000 回國升學僑生服

務

107/02/02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補助106學年度第2學期建

教僑生專班學生學費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

業學校建教僑生專班學生 －

個人

238,000 回國升學僑生服

務

107/03/13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急難慰問金 國立嘉義大學馬來西亞僑生

許○○ － 個人

5,000 回國升學僑生服

務

107/01/19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106年度學行優良僑生獎

學金-國立臺北大學補撥

國立臺北大學學行優良僑生

－ 個人

20,000 回國升學僑生服

務

107/01/16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醫療慰問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緬甸僑生

張○○ － 個人

19,000 回國升學僑生服

務

107/01/29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急難慰問金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

事職業學校馬來西亞僑生張

○○－ 個人

5,000 回國升學僑生服

務

107/01/17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補助106學年度第2學期建

教僑生專班學生學費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

業學校建教僑生專班學生 －

個人

1,581,000 回國升學僑生服

務

107/03/20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急難慰問金 育達科技大學馬來西亞僑生

謝○○ － 個人

10,000 回國升學僑生服

務

107/03/19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補助106學年度第2學期建

教僑生專班學生學費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

業職業學校建教僑生專班學

生 － 個人

595,000 回國升學僑生服

務

107/03/20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急難慰問金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

業職業學校越南僑生唐○○

－ 個人

10,000 回國升學僑生服

務

107/03/21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補助106學年度第2學期建

教僑生專班學生學費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

業學校建教僑生專班學生 －

個人

1,190,000 回國升學僑生服

務

107/03/16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急難慰問金 高雄醫學大學澳門學生陳○

○ － 個人

10,000 回國升學僑生服

務

107/01/10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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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期第3學期學費補助 崑山科技大學海青班學生 －

個人

140,000 海外青年技訓研

習

107/03/22 海青班學生學費

補助不屬任何特

定縣市

107年1月至6月全民健康

保險補助費

第36及37期海青班學生 － 個

人

203,875 海外青年技訓研

習

107/02/02 海青班學生補助

案件無法歸屬特

定轄區

開設全球化下的跨國人口

流動課程

國立中正大學 － 團體 28,620 綜合規劃業務 106/08/01 嘉義縣

開設透視台商與台僑(聚焦

於儲備台幹的跨文化培力)

課程

國立中正大學 － 團體 31,450 綜合規劃業務 106/08/01 嘉義縣

辦理居家安全講座暨會員

1-2月慶生聯誼活動

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 － 團

體

8,000 僑民及僑團聯繫

服務與接待

107/01/15 新北市

辦理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暨新春聯歡餐會

中華民國寮國歸僑協會 － 團

體

30,000 僑民及僑團聯繫

服務與接待

107/01/25 新北市

辦理第8屆第4次會員(代

表)大會暨新春聯歡會

中華民國緬甸歸僑協會 － 團

體

30,000 僑民及僑團聯繫

服務與接待

107/03/01 新北市

辦理成立大會暨會員大會 中華民國臺灣歸僑協會 － 團

體

150,000 僑民及僑團聯繫

服務與接待

107/01/06 新北市

辦理第11屆第3次會員大

會暨戊戌年春節聯歡餐會

中華民國越南歸僑協會 － 團

體

30,000 僑民及僑團聯繫

服務與接待

107/01/25 臺北市

舉辦第19屆第3次會員大

會暨春節團拜聯歡餐會

華僑協會總會 － 團體 30,000 僑民及僑團聯繫

服務與接待

107/02/02 臺北市

舉辦107年新春團拜活動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 團體 20,000 僑民及僑團聯繫

服務與接待

107/02/21 臺北市

赴新加坡辦理春到河畔

2018活動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原為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 － 團體

30,000 華僑文化社教活

動

107/01/09 臺中市

參加2018臺韓青年文化交

流活動

臺灣文化傳承推廣協會 － 團

體

20,000 華僑文化社教活

動

107/01/02 雲林縣

辦理2018臺灣藝鄉年活動 軒齊民俗才藝工作坊 － 團體 20,000 華僑文化社教活

動

107/01/02 臺中市

辦理Warming Myanmar 用

愛發甸服務計畫

中國文化大學 － 團體 25,000 僑校發展與輔助 107/01/02 臺北市

個人小計： 共有19案 26,407,641

團體小計： 共有13案 453,070

工作計畫合計： 共有32案 26,8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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