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團體全銜或私人姓名)

本機關

補助金額

工作計畫

名    稱

核准

日期
縣  市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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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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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個人

12,000 一般行政 106/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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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人-個人

46,000 一般行政 106/01/11 臺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新

竹縣及彰化縣

急難慰問金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

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越南僑

生陳○○- 個人

10,000 回國升學僑生

服務

106/01/26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10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建教

僑生專班第2學期僑生學費補

助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

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建教僑

生專班學生 - 個人

5,780,000 回國升學僑生

服務

106/03/10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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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 回國升學僑生

服務

106/01/18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10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建教

僑生專班第2學期僑生學費補

助

桃園市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

業學校建教僑生專班學生 -

個人

1,547,000 回國升學僑生

服務

106/03/10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10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建教

僑生專班第2學期僑生學費補

助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

事職業學校建教僑生專班學

生 - 個人

6,783,000 回國升學僑生

服務

106/03/06 僑生補助案件無

法歸屬特定轄區

106年1月至6月全民健康保險

補助費

第35期海青班學生 - 個人 200,000 海外青年技訓

研習

106/01/18 海青班學生補助

案件無法歸屬特

定轄區

106年貧困歸僑春節慰問金 謝○○等 31 人 - 個人 34,000 僑民及僑團聯

繫服務與接待

106/01/13 新北市

赴新加坡參加「春到河畔

2017」活動

中國文化大學 - 團體 20,000 華僑文化社教

活動

106/01/19 臺北市

辦理2017年寒假「心南向」三

國演義(泰緬寮)服務隊

中國醫藥大學 - 團體 20,000 華僑文化社教

活動

106/01/17 臺中市

辦理2017年新山臺灣民俗技藝

展演

苗栗縣民俗藝文協會 - 團體 20,000 華僑文化社教

活動

106/02/02 苗栗縣

參加2017年在阪華僑春節祭演

出

新象創作劇團 - 團體 40,000 華僑文化社教

活動

105/12/28 新北市

辦理106年會員大會暨春節聯

歡活動

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 - 團

體

30,000 僑民及僑團聯

繫服務與接待

106/01/19 新北市

中華民國106年 第1季

單 位：新臺幣元

僑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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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6年 第1季

單 位：新臺幣元

僑務委員會

公款補助團體私人情形季報表

辦理居家安全講座暨會員1-2

月生日慶生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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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04 新北市

舉辦第8屆第4次會員大會、改

選第9屆理監事、頒發獎學金

暨新春團拜聯歡餐會

中華民國高棉歸僑協會 - 團

體

30,000 僑民及僑團聯

繫服務與接待

106/01/19 新北市

辦理第11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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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17 臺北市

舉辦第6屆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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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17 新北市

辦理第8屆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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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19 新北市

辦理第19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

106年春節團拜聯歡餐會

華僑協會總會 - 團體 30,000 僑民及僑團聯

繫服務與接待

106/01/17 臺北市

辦理2017愛一起服務計畫 中國文化大學 - 團體 25,000 僑校發展與輔

助

105/11/24 臺北市

開設美國華人社會經濟史研究

課程

國立中興大學 - 團體 33,300 綜合規劃業務 105/07/22 臺中市

開設東南亞華人政治課程 國立金門大學 - 團體 14,310 綜合規劃業務 105/07/22 金門縣

開設東南亞華人經濟史課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團體 49,950 綜合規劃業務 105/07/22 南投縣

開設留美與移民小說導讀課程 淡江大學 - 團體 24,660 綜合規劃業務 105/07/22 新北市

個人小計 共有10筆 26,430,000

團體小計 共有16筆 435,220

合計 共有26筆 26,86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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