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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我國外交處境艱難，面對全球局勢瞬息變

化，為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僑胞的力量一直扮演

著支持國家發展的重要角色，積極協助擴增我國

在國際場域聲量。而不論是外交事務上居中奔走

調和，爭取僑居國主流社會對臺灣的肯定與認

同，為臺灣贏得國際讚賞，亦或在各行各業崗位

上傑出表現，讓國際友人對臺灣人民刮目相看，

僑胞所貢獻的力量功不可沒，更是我國長期以來

對外僑務工作能夠突破重重困難，順利推動的重

要關鍵。 

因此，為適當傳達國家最新發展情勢、國內

重要政策資訊、國家對僑胞最直接的關懷、僑民

權益訊息、僑生招生宣導、協助僑臺商發展、促

進僑臺商投資臺灣與海內外企業交流合作等，增

進國內外民眾瞭解政府施政及海外僑情，運用多

元宣傳管道展現臺灣正面形象、凝聚海外僑胞對

臺灣的向心力，進而爭取各國在國家安全、國際

參與、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議題上相挺臺灣，為

臺灣發聲，同時推動臺灣與各國的經貿合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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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推展僑務工作的重要課題之一。 

貳、 111 年度宣導經費編列情形 

在推動各項宣導工作上，本會依據預算法第

62條之 1規定，基於行政中立、維護新聞自由及

僑民權益，編列預算於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

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

務宣導；至於機關網站公告政策或業務資訊，係

以行政中立為原則主動公開，尚不涉及置入性行

銷，爰不納入。 

111 年本會共計編列宣導經費新臺幣 19,441

千元，分別列在六個工作計畫中，包括：綜合規

劃業務、僑民僑團聯繫接待暨僑教中心服務、僑

校發展暨文化社教輔助、僑商經濟業務、僑生回

國升學暨僑青培訓研習、僑務新聞資訊及傳媒服

務。 

參、 相關專案執行規劃及預期成效 

 一、運用多元傳播管道，深化僑胞與臺灣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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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新媒體時代，藉由各種傳播載具

全方位傳遞國家最新發展情勢、國內重要政

策資訊、國家對僑胞最直接的關懷、僑民權

益訊息、僑生招生宣導、協助僑臺商發展、促

進僑臺商投資臺灣與海內外企業交流合作

等，因此，本會透過包括本會臉書官方粉絲

專頁、僑務電子報 LINE 官方帳號、僑務電

子報 YouTube 頻道、本會全英文 Twitter 官

方帳號等社群媒體平臺，透過數位式、互動

式、直播式、影音式，即時傳遞各項資訊，

冀能藉由各平臺間資訊共享形成多元網絡，

提供海外僑胞「即時、便捷、快速」的資訊

服務。 

尤其二年多來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嚴峻，

傳統上面對面接觸為基礎的僑務工作在執行

上充滿各種變數與不確定性，本會善加運用

上述社群媒體平臺提供即時國家政策、僑務

資訊，並時常透過直播為僑胞解惑，打破地

域限制，強化與海外僑民之互動與連結，深

獲僑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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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動重要僑務專案，對接雙贏壯大臺灣 

為推動重要僑務專案，包括僑務委員會

議、海外僑胞返國參加十月慶典系列活動、本

會 90 周年慶系列活動等，以前瞻創新思維推

動相關施政，透過整合行銷宣傳並搭配製作影

片，冀能助益海內外民眾瞭解僑務委員及全球

僑社協助推動政府政策之貢獻，並鼓勵僑胞積

極返國參加十月慶典系列活動，促進國內觀光

收益，進而匯聚僑界能量，壯大臺灣。 

 三、僑民力量為支點，擴大國際發聲力道 

(一) 以臺灣良善力量，接軌國際公共議題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臺灣在全國上

下通力合作，創造出全球肯定的防疫模式，

遍布海外的僑胞更是用實際的行動將

「Taiwan can help」、「Taiwan is helping」

信念傳遞到全球每一個角落，為讓世界都能

看見臺灣對於國際社會的付出與貢獻，本會

正陸續發動各式宣傳串聯全球僑胞支持臺

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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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等

國際組織及國際經濟整合，包括拍攝宣傳影

片、「給 WHO 的一句話」臉書貼文活動及

LINE 貼文活動等，擴大文宣效益，透過僑

界呼籲世界各國公開表態支持臺灣。 

本年本會將持續配合外交部、經濟部、

衛生福利部等相關部會，賡續協輔海外僑

界、匯聚海外友我能量，並擴大宣傳，促進

國際正視我參與國際組織之正當合理訴求

及爭取國際社會支持。 

(二) 輔助成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分享

自由民主多元價值 

臺灣與美國於 2020 年 12 月共同啟動

「臺美教育倡議」，並簽訂「臺美國際教育

合作瞭解備忘錄」，加強雙方語言合作，推

展臺灣特色的華語文教育，本會、外交部與

教育部等部會正積極合作推動相關計畫。且

隨著全球孔子學院相繼退場，為善用此一擴

大海外正體華語文市場契機，並結合臺灣智

能教育產業力量合作輸出我優質華語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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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本會自 110 年起推動以僑教為基礎的

「海外華語文學習深耕計畫」。 

截至 111 年 3 月底，已協輔歐美地區

45 所僑校設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計畫開辦 90 班次華語課程，學生達 1,350

人次，另補助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辦理 90

場次招生推廣活動，預期 4,500 人次參加。 

而為鼓勵各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爭取

當地媒體報導曝光，本年將透過強化宣傳，

以及邀請主流人士實際體驗與推薦，擴大政

策執行效益，增加歐美主流人士對臺灣文化

之體驗與認識，藉以推廣具臺灣特色之華語

文教學，形塑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的品牌與

形象。 

 四、鏈結僑臺商與臺灣產業優勢，拓展全球合 

    作契機 

海外僑臺商在世界各地擁有豐沛資金、產

業基礎及人脈，向來是我國深化與各國實質關

係及促進臺灣經貿發展的重要推手。本會以鏈

結海外僑臺商與臺灣共同發展、相輔相成、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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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全球為政策目標，本年推動包括：（一）舉

辦「海外臺商精品選拔暨輔導活動」，並擴大

至全球範圍，預計選出金質獎及銀質獎共 20

件產品；（二）舉辦「全球青商潛力之星選拔

賽」，選拔 40 歲以下海外青商，獲獎者可獲

得專家顧問與企業業師諮詢、多元管道宣傳及

經驗分享等資源；（三）辦理「鏈結海外僑臺

商與臺灣共同發展」委託研究，透過問卷調查

海外僑臺商企業營運趨勢，並推廣研究成果；

（四）強化海外僑臺商與臺灣企業及產學研發

機構鏈結，辦理線上商機線上論壇、研習課

程、工作坊及商機交流活動等。 

為擴大辦理效益，上開活動除錄製相關宣

傳及說明會影片，亦於本會臉書官方粉絲專

頁、僑務電子報 LINE 官方帳號、YouTube 頻

道及相關平臺推播宣傳，亦透過各駐外單位協

輔各地臺商會及青商會辦理推廣活動分享資

訊，後續仍將持續強化宣傳，透過社群行銷、

媒體專訪報導等方式，提升各項活動能見度，

擴大政策執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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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能持續擴大運用新科技與新模式等創

新作為服務全球僑臺商，協助全球僑臺商透過

線上學習新知，掌握產業趨勢及新科技，提升

事業競爭力，協助企業永續發展；並且提升各

界瞭解海外僑臺商企業營運景況，強化僑臺商

與臺灣企業及產學研發機構鏈結，擴大海內外

商機合作契機，提升臺商在國際的品牌價值，

同時也透過行銷獲獎之優質臺商品牌達到行

銷臺灣形象之目的。 

 五、推動青年跨域交流，為僑社注入新血力量 

為鼓勵海外僑界青年踴躍參與僑社事

務，厚植海外新生代友我力量，本會提供駐外

館處及僑青團體辦理「推動青年跨域交流」計

畫活動之整合行銷宣傳及影片製作經費，期盼

達到僑青積極參與僑社活動及彼此互動交

流，強化僑界青年世代整體力量，爭取僑青對

我支持，並協促僑社永續發展。 

 六、鼓勵僑生回國升學，為國攬才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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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擴大留用僑外生，擴增僑外生源量能

等國家發展目標，本會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僑生

專班、海青班等招生宣導，並於本會臉書官方

粉絲專頁、僑務電子報 LINE 官方帳號、

YouTube 頻道及相關平臺推播宣傳，亦透過多

場、多語、多元直播活動分享招生學校資訊，

現場解答疑問進而鼓勵僑生報名。 

本年產攜僑生專班目前預計 2,760人申請

報名，相較 110 年 2,480 人，增加 280 人，宣

傳效果良好，報名人數逐年成長。 

七、製播「全球僑愛 心繫臺灣」系列影片，    

    深化僑胞對臺灣的支持與貢獻 

為敘述僑胞在世界各地貢獻的故事，讓國

內民眾瞭解僑胞對臺灣的支持，凝聚僑胞對臺

灣的向心力，本會製作「僑胞對臺灣貢獻」系

列影片共 12 集，每集影片長度約 45 分鐘，內

容為僑民外交、急難救助及經貿鏈結 3 大層

面，包含僑胞慈善、文化外交、僑胞參政、雙

邊關係、國際參與、僑胞對國人（在海外）之

協助、對臺灣本地救助、僑生在臺創業投資、



10 
 

僑胞協助連結當地、僑胞返臺投資及僑胞人才

貢獻共 11 項主題。 

目前本系列影片已播出 2 集，透過華視新

聞臺（電視）、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僑

務電子報 YouTube 頻道等多元平臺進行推

播，展現海外僑胞對臺灣的熱愛與無私付出，

盼能形成「善的循環」，讓更多僑胞繼續支持

臺灣、奉獻臺灣。第 3 集至第 7 集受訪人員已

完成海內外拍攝工作，正進行後製剪輯中，完

成後陸續安排播出，分享國人與全球僑胞。 

肆、 結語 

僑民為國家影響力之延伸，本會是臺灣與

海外僑民的橋梁，面對海外僑民結構的轉變，

需與時俱進透過多元宣傳管道傳遞與僑民權益

相關資訊，以及能展現臺灣正向價值的溝通平

臺，不僅維繫僑民對我國政府之向心力，更是

布建我國邁向國際的重要人際網絡。 

本會將謹遵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相關規

定，謹慎運用政策宣導經費推動相關業務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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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爭取更多海外支持中華民國，認同自由民

主臺灣的力量，以達以僑力扶植國力，共同壯

大臺灣與僑界之目標。 

以上報告，敬請大院委員不吝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