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受款人 摘要 工作計畫

980714 臺灣銀行

補助98年度日韓正規僑校資本門、經

常門及專案型經費 國際教育交流

980714 臺灣銀行

補助98年度日韓正規僑校資本門、經

常門及專案型經費 國際教育交流

980716 臺灣銀行

補助駐韓國文化組補助辦理國際學術

教育交流活動實施要點98年第3次審

查會-第29屆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 國際教育交流

980722 臺灣銀行

補助駐美文化組補助大華府台灣學生

聯合會辦理2009ATS亞洲長號嘉年華

會系列音樂會暨展演藝術發表會經費 國際教育交流

980730 林錦春

98年結匯手續費及補助2009年法國漢

博士論文獎款項-駐法國代表處文化組

結匯不足款 國際教育交流

980731 臺灣銀行

補助駐英國代表處文化組-英國倫敦大

學亞非學院臺灣研究博士後研究員獎

學金 國際教育交流

980714

竹科廣播股份有限公

司

補助98年度「媒體製作刊播終身學習

節目或內容」經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17

西海岸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

補助98年度「媒體製作刊播終身學習

節目或內容」經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17

慧元數位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補助98年度「媒體製作刊播終身學習

節目或內容」經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27

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

公司

補助98年度「媒體製作刊播終身學習

節目或內容」經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27

每日廣播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補助98年度「媒體製作刊播終身學習

節目或內容」經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27

建國廣播股份有限公

司

補助98年度「媒體製作刊播終身學習

節目或內容」經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2 中國青年救國團

補助98年暑期大專學生銀行業務實習

隊經費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2 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

補助98年辦理自閉症學童體驗營活動.

奇蹟的孩子波西亞艾佛森探索自閉症

者的內心世界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2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

發展協會

補助98年辦理E點情滿點BYE-點字數

位有聲書製作推廣計畫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2

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

會

補助98年辦理2009年海峽兩岸視障教

育研討會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2 台北縣喜樂關懷協會

補助98年下半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

人權法治品德、大專服務及校園正向

管教活動案經費 學生事務與輔導

980702

社團法人中國人權協

會

補助98年下半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

人權法治品德、大專服務及校園正向

管教活動案經費 學生事務與輔導

98070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丰

恩社會服務協會

補助98年下半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

人權法治品德、大專服務及校園正向

管教活動案經費 學生事務與輔導

98070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早

療課程設計推廣協會

補助98年辦理課輔老師到校服務活動

方案(低.中.高年級)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發

展遲緩兒童家長支援

協會

補助98年辦理身心障礙兒童周末活動

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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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70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

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

進會

補助98年辦理自閉症兒童早期療育多

元課程介入研習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2

社團法人中華臺灣基

督教曠野協會

補助辦理98年原住民故事媽媽人才進

階培訓研習會經費 原住民教育推展

980702

社團法人台南市身心

障礙者福利協進會

補助舉辦樂齡老人身障權益保障法宣

導活動經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2

社團法人南投縣南投

市青年返鄉服務協會 補助辦理巧婦大當家2系列活動經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2

桃園縣客家歌謠推廣

協會

補助「98年楊梅鎮各界-關懷長者、婦

女及兒童之保健樂活人生-社區健康講

座暨歡樂晚會」經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2

桃園縣桃友關懷服務

協進會

補助「全民宣導性侵害、性騷擾防

治、關懷老人、幼童暨關懷新移民座

談聯歡會 」經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2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

利基金會

補助98年辦理心路天地廣播節目.暑假

FUN學去-心路暑期生活營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2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

金會

補助98年下半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

人權法治品德、大專服務及校園正向

管教活動案經費 學生事務與輔導

980702

財團法人青年領航基

金會

補助辦理青年心、原民情關懷原住民

小朋友活動經費 原住民教育推展

980702

財團法人鄭南榕基金

會

補助辦理中小學人權教育校外教學教

案徵選競賽經費 國民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2 高雄縣康輔協會

補助「2009熱門音樂歌手暨樂團體驗

營、訓練營、巡迴成果演唱嘉年華

會」活動經費 加強社會藝術與文化活動

980702

臺灣國際藝術發展交

流協會 補助98年度第1期社會藝術教育經費 加強社會藝術與文化活動

980703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補助2009年第75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

盟會議經費 國際教育交流

980703

中華兩岸科技人文學

術交流協會

補助邀請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院士等

10人來台參訪經費 國際教育交流

980706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

育總會

補助參加2009年第25屆世界大學運動

會致贈加菜金及選手獎勵金 學校體育與衛生教育

980706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

會

補助98年辦理特殊教育:成長與茁壯經

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6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

童早期療育協會

補助2009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論文

發表大會暨國際交流研討會之小型工

作坊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6 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

補助98年2-3月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辦

理2009年亞洲盃U-18青年橄欖球錦標

賽經費 學校體育與衛生教育

980706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

蹈推廣協會

補助辦理2009年推廣盃國際標準舞全

國業餘公開賽經費 學校體育與衛生教育

980706

中華兩岸道教民俗文

化研究學會

補助兩岸池王府廟會交流研討座談會

經費 國際教育交流

980706

台南市鳳凰水上救生

協會

補助98年4-5月份（4月7日至5月1日）

辦理98年台南市永續發展年水上救生

夏令營經費 學校體育與衛生教育

980706 台灣藝術太極拳總會

補助辦理中華民國98年旭東盃太極拳

全國錦標賽經費 學校體育與衛生教育



980706

社團法人台灣愛鄰社

區服務協會

補助98年辦理暑期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喜樂飛揚夏令課程.第3屆全國公益藝

人大賽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6

社團法人台灣應用行

為分析協會

補助98年應用行為分析國際研討會經

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6

社團法人南投縣草屯

國際青年商會

補助南投縣第一屆全國詩人聯吟大會

經費 加強社會藝術與文化活動

980706 南投縣體育會

補助98年2-3月南投縣體育會98年中部

四縣市立委盃軟式網球錦標賽經費 學校體育與衛生教育

980706 苗栗縣體育會

補助辦理98年度理事長盃青少年分齡

游泳錦標賽經費 學校體育與衛生教育

980706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

語文教基金會

補助98年辦理聽覺口語師專業知能研

習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6

臺灣慧行志工救生游

泳協會

補助辦理全國身心障礙游泳錦標賽、

救生錦標賽經費 學校體育與衛生教育

980708

中華民國唐氏症關愛

者協會

補助98年辦理2009唐寶寶歡喜海洋夏

令營計劃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8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肌

萎縮症病友協會

補助98年辦理有愛無礙-肌萎縮症校園

友善環境宣導方案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8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

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

補助98年辦理第18屆亞特盃心智障礙

者運動會.桃竹苗地區心智障礙者大隊

接力比賽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8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

補助98年辦理身障運動(體驗)宣導與

教學計畫.98年特殊兒童團體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8

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

基金會

補助98年辦理活出自信-肌萎天使陳思

妤榮獲全球熱愛生命獎章暨生命分享

會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9

98學年度中區五專聯

合甄選委員會

補助98學年度低收入戶子女報名技專

校院入學測驗及各聯合招生委員會所

需報名費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9

98學年度技術校院二

技聯合甄選委員會

補助98學年度低收入戶子女報名技專

校院入學測驗及各聯合招生委員會所

需報名費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9

中華民國兒童教保聯

合總會

補助辦理全國各區幼托機構「兒童教

育及照顧法」說明會經費 國民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9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補助98年辦理聽障生校園學習無障礙

研習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9

中華病患照顧服務協

會

補助辦理老人及婦女教育活動計畫經

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9 台北崑劇團 補助青春崑曲啟蒙行經費 國際教育交流

980709

宜蘭縣南陽義學推廣

協會

補助2009海峽兩岸老人教育活動實務

研討會經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少

數族群權益促進協會

補助98年辦理2009身心障礙者家庭親

職教育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98070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更

生少年關懷協會

補助98下半年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新

興輔導議題活動經費 學生事務與輔導

98070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

童人權協會 補助青少年暑假育樂學習成長營經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單

親家庭關懷協會

補助2009關懷弱勢家庭宣揚敬老倫理

與親子關係研討會經費 社會教育行政及督導

98070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

習障礙協會

補助98年辦理我的未來不是夢-學障生

生涯進路輔導講座及如何參與特推會

經費 特殊教育推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