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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大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開議，本人應邀列席報

告當前僑務施政情形，備感榮幸。承蒙各位委員的

支持與指導，本會主管各項僑務工作尚能順利推

動，在此，先向各位委員致上最誠摯的敬意與謝意。 

    自 109年 6月振源到會服務以來，全球遭逢新

冠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使得傳統僑務工

作的推動受到許多侷限，直到今年 8月底，本人方

能克服困難展開首次海外行程，前往美國洛杉磯、

橙縣、舊金山、芝加哥、華府及紐約等僑區訪視，

本人深切感受僑胞朋友們在異鄉奮鬥打拼仍不忘

堅定支持國家的熱情，正是策勵本人與本會全體同

仁必須持續精進僑務工作的動力來源。 

過去 1 年多以來，為確保僑務工作推展不中

斷，並強化僑務服務量能與品質，本會除持續鞏固

僑務既有基礎，更因應疫情變化，規劃藉由最新數

位技術與智能科技輔助，在面對面接觸的傳統工作

模式以外，全力開展創新僑務工作模式。本會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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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陸續完成之各式數位服務平臺，並運用槓桿支點

概念，對接海內外供給與需求，期透過多元工作模

式，整合導入海外僑界及國內產、官、學、研各領

域的人脈與資源，力促僑務服務永續經營發展，讓

全球僑胞深切感受政府僑務工作創新發展的嶄新

氣象。 

以下謹就當前僑務工作面對的外部情勢與挑

戰、僑務工作創新與實踐現況，以及未來的願景與

目標，向大院委員會報告，敬請不吝指教。 

貳、 當前僑務工作的外部情勢與挑戰 

一、 肺炎疫情嚴重影響傳統僑務工作模式 

雖然新冠肺炎疫苗已陸續問世，各國也積極施

打，全球接種人口持續增加，但是病毒不斷變種，

傳播速度更快，主要僑區之國家在解除警戒後又重

啟管制措施，規範社交距離、封鎖或限制移動等強

制措施，皆嚴重影響人與人的接觸方式，使得面對

面交流之傳統僑務工作模式受到侷限。目前仍難以

預測全球疫情發展趨勢，何時能恢復過往生活型態

不得而知，僑務工作模式轉型勢在必行。 



 

3 

 

二、 東南亞疫情嚴峻，僑臺商深陷營運危機 

近月以來，緬甸、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

尼等國接連出現嚴峻疫情，再加上疫苗普遍短缺，

接種覆蓋率不足，確診及死亡人數雙雙攀升，各國

政府緊急實施各種封鎖措施或要求關廠、停工；例

如，越南政府要求「三就地」原則，無法配合「就

地生產、就地飲食、就地休息」的廠商則必須停工，

許多僑臺商因應不及，只能暫時停工，即便降載生

產亦嚴重影響營收，僑臺商面臨我國新南向政策實

施以來最大的危機。 

為深入瞭解各地疫情並掌握僑界需求，本會於

110 年 7、8月間分別與泰國、菲律賓、緬甸、越南、

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地區僑領召開「因應東南亞各國

嚴峻疫情視訊會議」；並自 7月 25日起，由本會正

副首長、主管級人員及派駐東南亞僑務同仁召開 6

場「東南亞疫情小組線上會議」，透過當地僑界需

求掌握及方案研議，說明政府防疫政策及廣宣本會

相關工作措施，適時提供東南亞僑界支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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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以防疫雪中送炭包裝僑界統戰工作 

中國自其境內疫情趨緩後，開始將抗疫工作轉

為馳援國際，除透過疫苗外交企圖扭轉病毒起源國

之形象外，更發放健康包、春節包等防疫物資給包

含臺僑在內的海外僑胞及留學生；嗣於 110年 3月

推出「春苗行動」，為海外中國公民就地施打疫苗，

同時將港、澳、臺人民納入施打對象，並公開宣稱

已有 160多個國家的 170萬海外僑民接種，其中包

括數千名臺灣人，顯見中國利用疫苗短缺國家及人

民健康安全需求，企圖鬆動親我僑界對其統戰滲透

之防衛，拉攏僑胞做為其防疫大外宣的工具。 

四、 孔子學院退場，臺灣華語教育推廣契機 

繼美國孔子學院陸續關閉後，109年美國國務

院設立之多國語言學習網站將臺北 101 大樓放在

首頁，同年 12月臺美簽訂「臺美教育倡議」，強調

並鞏固臺灣在美國及全球做為華語文教育提供者

之重要角色。相關發展已為臺灣優質華語文教學之

推廣帶來新的契機，但如何具體有效開拓市場，既

有挑戰，也充滿機會。盱衡環境情勢，本會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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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50 國共 1,029 所海外僑校長年累聚之臺灣華

語文教學經驗，發展成分享及展現臺灣軟實力的最

佳據點。 

參、 僑務工作的創新與實踐 

一、 海外扎根僑務基礎建設 

本會即將在 111年迎來 90週年慶。長久以來，

以人為本的僑務工作藉由僑民聯繫服務，匯聚海外

綿密友我力量；持續深耕僑教僑校，傳揚我國語言

及文化；布建僑臺商組織網絡，力挺企業回臺投

資；經由僑生政策的與時俱進，培育海外人才為國

所用，這些不斷聯繫服務及連結互動所累積的成

果，構成僑務工作的基礎建設。 

與僑胞面對面接觸乃僑務工作推展不可或缺

的關鍵基礎，因此，振源於今年 8月底的海外僑社

訪視行程，特別規劃與不同領域僑胞互動交流，除

主持洛杉磯聖瑪利諾中文學校等 6所「臺灣華語文

學習中心」揭牌儀式，並前往拜會洛杉磯羅省中華

會館等 35個傳統僑社、中華會館（公所）、臺灣會

館、臺商會及智庫、研究中心、文化中心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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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單位，另主持 22 場僑務工作及僑務榮譽職人

員、新設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僑教及僑青座談

會，同時接受多家華文媒體專訪。透過與僑界積極

互動，本次訪視行程不僅有效宣達政府政策，凝聚

僑社向心力量，且藉由當地媒體採訪各地「臺灣華

語文學習中心」揭牌儀式，清楚傳達「臺美教育倡

議」及該中心的設置理念與推動構想，助益宣傳「以

華語文教學促進臺美雙邊關係」戰略目標，並透由

各場座談會的舉辦，近距離聽取僑界建言，蒐整成

為僑務政策規劃及工作推動之參考，以精進僑務服

務質量。 

振源深知傳統僑務工作模式能與僑界進行最

直接的溝通聯繫，然而，本會僅有 320位國內外工

作同仁及每年新臺幣 12 億多的預算經費，如何進

一步擴大僑務鏈結及服務範圍能量，延伸服務觸角

朝向普及、深入、專業及適性的面向，一直是本會

近年深思的議題，再加上疫情影響，人與人交流方

式被迫改變，更凸顯僑務工作模式轉型強化的迫切

性。為求突破與創新，本會站在長年累積的穩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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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之上，逐步開創僑務工作的全新模式。 

二、 僑務創新與實踐－數位服務與科技導入 

單靠人力所能接觸服務的對象有限，但運用數

位以點連線、以線擴面，能形成全面性僑務服務網

絡。本會自 109年 6月啟用「全球僑胞服務數位平

臺」後，陸續再以社群軟體 LINE建置各類交流服

務平臺、彙編電子手冊、開設線上課程，並運用科

技輔助舉辦全球性競賽等，提供海外僑胞與政府間

更多元之聯繫管道，推升本會整體服務效能。 

(一) 分眾服務平臺，傳遞訊息，即時溝通 

建立「僑務榮譽職人員交流服務平臺」、「全球

僑教交流服務平臺」、「全球臺商交流服務平臺」及

「全球僑生服務平臺」，以分眾概念導入僑務服

務，精準傳遞與服務對象相關之國家重要施政及僑

務政策訊息，並即時瞭解全球僑情、僑教、僑商及

各校僑生最新狀況及建言。 

(二) 彙編電子手冊，一冊式提供完整資訊 

僑務服務對象遍及全球，本會透過數位平臺雙

向溝通歸納出僑胞普遍問題及所需資訊，據以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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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電子手冊放置於官網提供免費下載，以一冊式

資訊服務減輕僑胞自行上網搜尋負擔及錯假訊息

流傳。 

本會推出首部工具書—「僑胞服務手冊」，內

容說明各項僑胞權利與義務，並收錄近來僑民最關

心的出國逾 2 年戶籍遷出影響與防疫諮詢服務

等，協助僑民解決各層面問題。 

此外，先後彙編「創新與突破—僑務施政手冊」

及「僑務工作的創新與實踐」2本手冊，內容包含

本會協助全球僑胞防疫紓困之具體作為，以及運用

新科技與新模式為基礎的僑務工作突破性作法

等，增進海內外國人瞭解當前僑務施政理念，並強

化對僑務工作的支持。 

僑生人才係國家人力政策重要的一環，本會持

續積極招生，建置「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僑生

專班」線上招生專區，提供中文、英文、越南文及

印尼文等不同語版電子招生手冊；110 學年度僑生

專班錄取人數達到歷年最高，共計 2,362人，顯見

學制符合需求以及數位招生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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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須為產業所用；基此，本會完成第一

本「僑生人才統計資料手冊」，彙整僑生及港澳生

人數概況統計、海青班、僑生專班、全球留臺校友

組織簡介、全球僑校簡介等資訊，提供臺灣本土企

業、產業公會及海外僑臺商參考，協助海內外產業

界瞭解僑生人才培育現況。 

(三) 多元線上共學，培訓不中斷 

為善用臺灣豐沛的學習資源，歷經數月規劃，

與國立政治大學、資策會等單位洽談合作，本會啟

動「全球僑胞數位學習平臺」的服務，先行提供「綜

合類別」、「華語文學習」、「語言學習」、「產業及經

營管理」及「科技與未來趨勢」等 5大類別共超過

200門線上課程，免費供全球僑胞隨時隨地終身學

習；未來本會將持續與更多學校及學習機構合作，

充實平臺線上課程，同時透過僑界將臺灣數位學習

產業帶向國際市場。 

在僑校教師培訓方面，本會透過一系列「全球

華文網線上直播課程」，協助海外僑校教師提升後

疫情時代教學知能，110年截至 9月底共辦理 8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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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近 50,000人次上課，積極培訓全球僑校教師，

展現臺灣華語文優質特色之教學人才，布建全球華

語教育市場。 

(四) 借力科技，串聯全球 

傳統上，僑校多藉由競賽活動提升僑胞二代學

習華語興趣，惟實體競賽僅能侷限於各僑校舉辦，

難以跨校、跨國、甚且洲際性比賽；本會借助科技

之力，破除地域及時區限制，鼓勵全球僑校學生觀

摩彼此學習成效，更可納入在臺僑生，提高競賽強

度，激勵學習動機。 

110 年 5月辦理「華語口說爭霸賽」，開放全球

僑校學生及僑生以線上擂臺方式隨時隨地參賽，獲

海外 19國僑校學生、國內 73所學校在臺僑生共計

1,777 人熱情報名參與，藉由智能科技及臺灣教育

產業，帶動全球僑校相互觀摩華語聽說能力。 

此外，與文化部及客家委員會聯合舉辦「華語

歌唱大賽」，鼓勵學生傳唱華語、閩南語及客語歌

曲，透過歌詞之美，並體驗臺灣多元族群語言及自

由社會的流行音樂文化；包含海外僑校學生及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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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共有 707人參與初賽，218人入圍準決賽，總

決賽優勝得主更獲安排於 10月 9日國慶晚會演出。 

(五) 整合多方資源，紓解僑臺商疫情困境 

考量全球經濟受疫情影響，為協助僑臺商事業

順利經營，本會結合線上服務及數位學習，於 109

年 9 月底推出「海外僑臺商防疫紓困整合方案」，

內容包括融資貸款保證、遠距健康諮詢、全球防疫

物資臺商名錄、線上經貿課程及僑臺商子女線上學

習課程。推出迄今除持續充實學習資源，110 年 4

月更加碼開辦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新冠肺炎疫情紓

困方案 4.0」，將新貸融資額度上限提升至 40 萬美

元，保證成數 9成，利息最高補貼 3,200美元，期

有效解決僑臺商融資困難，穩固事業永續發展。 

三、 僑務創新與實踐－臺灣與僑界優勢對接 

政府的預算和人力有限，但民間及產業界的力

量無窮，為擴大僑務工作效能，本會積極扮演槓桿

支點的角色，橋接國內產、官、學、研各界能量與

僑界資源，力促雙方優勢對接，互利共榮。 

繼本會與衛生福利部合作「健康益友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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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內各大學校院合作「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

案」，與國內 10家研發機構合作「全球僑臺商產業

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之後，110 年 4月辦理首屆

「全球青商潛力之星選拔賽」，選出 30位海外青商

企業家，藉由選拔活動達致全球青商與國內企業專

業諮詢機構鏈結，精進青商發展潛力之目標；嗣於

6 月辦理首屆「海外臺商精品選拔暨輔導活動」，

計有 13 項產品獲獎，得獎僑臺商可獲得國內相關

機構在財務、行銷及產業轉型諮詢等面向之專業輔

導，藉此協助拓展臺商品牌知名度，將海外臺商亮

麗表現推向國際。 

在海內外企業對接方面，本會陸續辦理「僑見

臺灣商機 36 計線上論壇」、「僑臺商農業科技與商

機線上講座」，並與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共同辦

理「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暨商機交流參訪團」等多

場雙邊對接活動，協助僑臺商因應國際局勢變化及

掌握疫後商機，深化海外僑臺商與臺灣共同發展。 

在海內外教育對接方面，本會於 110年擴大辦

理「國際數位學伴」計畫，共計媒合 41 所僑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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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所國內中小學建立數位學伴關係，並進行線上

語言交換及學習分享，對接雙向需求，一方面使僑

校學生透過同齡夥伴學習語言、認識臺灣；另一方

面以海外學生雙語優勢協促我國推動「2030 雙語

國家」政策。 

肆、 未來願景與目標 

一、 智能僑委會的形成及推動 

振源接掌僑委會迄今，有感於僑務工作決策缺

乏完整數據支援、連結海外僑胞人數有限、缺乏鏈

結國內外優勢領域與智能行銷機制等，爰在國家發

展委員會「服務型智慧政府 2.0推動計畫」之下規

劃「僑務資料智能分析及運用規劃計畫」，以僑胞

需求為導向，期望藉由智能科技提供因地制宜並切

合需要的精準服務，漸進式達成僑務決策輔助、智

慧僑胞服務、民生加值應用等 3大政策目標，積極

打造出與僑界緊密結合的「智能僑委會」。 

二、 全球華語文深耕及推廣 

為傳揚我國優質正體華語文，樹立臺灣華語文

教學國際地位，本會推動「海外華語文學習深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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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110年已先行擇定歐美地區 18所僑校合作建

置「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並陸續於 9月至 10月

間掛牌運作。未來，本會將透過該中心的運作，彙

整蒐集相關學習數據資料，經由僑務資料庫分析，

瞭解歐美地區僑校推廣華語文教學相關需求，俾據

以結合臺灣華語文教學專業，制定更完整周全之配

套措施，提供全球華語文學習者精準服務，協促具

臺灣特色的華語文教學朝產業化、數位化、智能化

及主流化邁進，擴大爭取全球僑教及華文學習市

場。 

三、 凝聚僑心壯大臺灣的行動布局 

我國國際處境特殊，遍布海外各地的僑胞向為

公眾外交的重要一環，僑胞在僑居國長期深耕所累

積的豐厚人脈及影響力，有助深化臺灣與各國的實

質關係，同時營造國際社會支持臺灣的有利環境；

此外，海外僑臺商具有在地化、國際化、社會網絡

和通路優勢，正可扮演「引路人」和「合作夥伴」

的角色，協推臺灣技術與人才進軍國際市場。因

此，本會未來將持續擴大僑界與臺灣鏈結，凝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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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僑胞向心，全方位匯聚僑胞力量，共同加速壯大

臺灣。 

伍、 結語：克服疫情，攜手向前 

目前，國內疫情雖漸緩和，但全球疫情威脅仍

在，我們深知傳統僑務固然有其永續經營的必要

性，但在當前數位轉型浪潮下，政府僑務工作必須

開創前瞻格局，也應勇於尋求突破，才能展現因應

變局的韌性。在即將邁入 90 週年之際，本會仍將

一秉初衷持續提供僑界所需援助，扮演最溫暖的後

盾，在後疫情時代與全球僑胞共同攜手，協助臺灣

走進世界，也讓世界看見臺灣。 

以上報告，敬請大院委員不吝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