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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108 年度施政計畫 
 

旅居海外的僑胞向為我國在世界各地最強而有力的支持力量，渠等為國家政治、經濟、文化

上之發展貢獻心力，實為我國國家實力之延伸。僑務委員會作為國家僑政專責機關，應掌握國際

情勢與時俱進，以前瞻思維策勵海外布局，建構政府與僑團合作關係，以僑務支持政務的效益創

造僑務新價值，並結合國家新南向政策，領航僑務新布局，深耕僑社服務工作，經營在地政經人

脈，擴大政府施政綜效。為鞏固僑社向心，本會強化海外僑民聯繫服務，擴大爭取僑界友我力

量；培育僑界青年，以海外僑力及專業支持臺灣科技及經濟國際化發展；運用全球僑教體系拓展

具臺灣特色之華文教育市場，紮根文化薪傳並以文化僑力行銷臺灣；鏈結僑臺商經貿網絡，搭建

海內外投資平臺；擴大招收海外青年回國就學，厚植國際友臺力量。 

本會依據行政院 108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

化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08 年度施政計畫。 

 

壹、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強化僑團聯繫，擴增友我力量 

（一）協導僑團舉辦各項洲際性、區域性、節慶等多元活動，依據國家願景、施政重點及新南向

政策，促進海外僑社團結和諧，凝聚向心，進而協助政府拓展國際交流，推動國民外交，

匯聚海外友我力量，維護海外國人安全並支持僑民發展；加強僑社青年聯繫服務，鼓勵僑

社新世代與臺灣青年相互交流，以海外僑力及專業支持臺灣科技及經濟國際化發展。 

（二）維持並提升海外服務據點效能，提供多元優質服務，充實及更新海外文教服務中心設施，

加強服務品質及效能，以嘉惠僑眾，促進文化交流、拓展國民外交，成為政府對外服務重

要窗口及平臺。 

二、深耕全球僑教，傳揚臺灣多元文化 

（一）健全僑民教育體制，充實僑校師資量能，因地制宜建立僑教協輔方案及開發符合海外教學

趨勢之華語文教材，並維運正體字華語文資源入口網。 

（二）加強海外僑民對臺灣多元文化之認識，並鼓勵參與及投入我各項文化推廣活動，以培植優

質文化薪傳種子，深耕與宣揚臺灣文化，達致發揮我國文化軟實力之效益。 

三、運用僑務資訊網絡，增進僑胞瞭解政府施政及海外僑情：透過僑務電子報網站服務全球僑

胞，以深化政府與海外僑社連結，宣揚政府對外施政作為，行銷臺灣文化觀光及自由民主多

元價值。 

四、強化僑臺商組織聯繫服務，輔助開拓海內外市場商機 

（一）配合推動新南向、五加二產業創新政策及投資臺灣－優化新創事業環境方案等，引進海外

僑臺商人脈網路，連結海內外商機，建立與國內產業合作平臺，導引僑臺商回國投資，共

拓全球市場。 

（二）配合政府政策，辦理僑營事業行銷、創業、投資合作等相關邀訪或觀摩活動，協助僑商增

進競爭實力及發展事業，優化僑營事業經營模式與創新技術，並加強海內外聯繫交流，擴

大合作商機。 

（三）積極聯繫海外僑臺商，整合僑臺商組織網絡，壯大僑臺商組織力量，發展主流結盟關係，

擴大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經貿合作，鼓勵海外僑胞與僑臺商企業員工組團返臺觀光，並發揮

產業政策實質影響力，協促臺灣與各國經貿互恵關係。 

五、推動攬才、育才、留才、用才政策，培育優秀海外人才 

（一）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及國家人口與人才政策，創新規劃僑生政策，從攬才、育才、留

才等面向，擴大辦理僑生技職專班升學方案及延攬海外青年來臺就學或參加技術訓練與研

習，強化我競爭優勢。 

（二）落實在學僑生培育與協助，建立完善服務及輔導機制，持續推動優秀僑生留臺工作計畫，

鼓勵優秀畢業僑生留臺工作貢獻所學，連結畢業留臺校友全球網絡，厚植海外友我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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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僑民及僑團聯

繫服務與接待 

加強僑社聯繫

及輔助舉辦多

元活動 

其它 一、加強聯繫僑團負責人或重要領袖，增進海外僑社支持

中華民國臺灣力量，輔助召開各項聯誼性活動暨年

會，增進僑社團結與向心。 

二、輔助海外各地僑社配合元旦、春節及雙十國慶等節慶

舉辦慶祝活動，並協輔僑界藉由舉辦音樂會、畫展、

電影欣賞、專題演講、座談會、紀念活動等方式，表

達追思及喚起民眾對二二八的認識，也促使僑界瞭解

其歷史意義並增進僑社和諧團結；另鼓勵僑團辦理各

項與當地主流社會交流活動，擴增友我力量，提升我

國際能見度，並輔助青年僑團組織，強化海外青年聯

繫機制，協助僑社永續發展。 

三、安排本會正副首長出席僑社重要活動及舉辦座談，以

表達對僑社之關懷與重視，增進雙向溝通。 

四、落實新南向政策，加強對東南亞僑團之服務與聯繫，

布建東南亞各國之僑務人脈網絡，成立海外急難救助

組織，輔助各地僑團重要會所充實軟硬體設備，協助

僑團永續發展。 

舉辦僑社工作

研討會及邀訪

活動 

其它 一、遴邀僑社領袖及海外菁英青年回國考察，鼓勵僑界新

生代加入僑社工作，強化僑社世代傳承，協助僑社永

續發展。 

二、接待返國參訪之重要僑團，安排拜會活動暨座談，以

溝通僑情，增加對國內及僑務施政之瞭解。 

落實僑務工作

增進溝通服務 

其它 一、在海外派有專職僑務工作人員之據點，以僑務志工之

方式，結合僑界資源，鼓勵僑界熱心人士及青年參與

僑社服務，宣揚推廣臺灣豐富多元化。 

二、辦理海外青年志工在地培訓暨活用增能計畫，運用僑

界人脈資源，提供我青年赴海外參與活動，以瞭解政

府推動僑務及涉外事務情形，增進國際視野，並以文

化認同聯結僑界新生代，厚植僑社永續發展根基。 

華僑文教中心

服務工作 

提升海外服務

效能，提供多

元優質服務 

其它 充實及更新海外文教服務中心設施，維持並提升服務

品質及效能，以嘉惠僑眾，並成為政府對外服務重要窗口

及平臺。 

僑校發展與輔

助 

健全僑民教育

體制，充實僑

校師資量能 

其它 一、辦理僑校教師培訓、校長及主任校務經營管理研習活

動，強化僑校教學內容及校務發展量能。 

二、派遣僑教替代役、補助自聘教師及鼓勵僑生返僑居國

任教，同時整合民間資源支援海外僑校教學工作，擴

大輸出我國優質華語文內涵，進而提升我華語文教學

競爭力。 

三、鼓勵國內青年團體赴東南亞僑校從事志願服務，以擴

增青年國際視野、促進國民外交並提升對僑校服務能

量。 

四、協輔僑校舉辦「正體漢字文化節」活動，結合華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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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與文化教學活動，擴增地區華語文教學之知名度與影

響力。 

教材開發結合

數位科技，打

造優質華語文

教學品牌 

其它 一、配合國家華語文輸出政策，結合臺灣豐富華語文教學

內容及數位科技優勢，提供海外僑校具便利性及多樣

性之數位華語文教學資源。 

二、因應全球華語文教學趨勢及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者需

求日益增加，持續開發正體字華語文教材，充實僑教

資源。 

三、維運充實「全球華文網」，透過結合各界資源及網路

雲端科技，打造友善、便捷之華語文教學網站，提供

嶄新的數位學習體驗，打造我優質華語文教學品牌。 

四、輔導海外文教中心之數位學習中心示範點辦理數位師

資培訓課程及各式數位推廣活動，鼓勵發展具當地特

色之華語文數位教學模式。 

僑民文化社教

活動 

推展僑界多元

社教活動，傳

揚中華文化促

進交流 

其它 一、辦理文化種子教師培訓活動，加強文化推廣並培育文

化薪傳種子。 

二、辦理文化教師海外巡迴教學及海外青少年夏（冬）令

營活動，推廣臺灣多元優質文化並深耕文化傳承。 

三、籌組文化訪問團及遴派國內藝文團隊於重要節慶赴海

外巡演，以凝聚僑心並提高我國國際能見度。 

四、輔助僑團及國內團體結合當地主流社會重要節慶，參

與或推展臺灣多元文化，促進國際文化交流，提升臺

灣能見度、行銷臺灣軟實力。 

僑商經濟業務 提供僑臺商金

融及經貿資訊

服務，增進海

內外產業交流

合作 

其它 一、配合國家經貿發展策略，引進海外僑臺商人脈網絡，

增益其瞭解國內投資環境、五加二創新產業及新創事

業等發展，辦理僑商返臺邀訪觀摩活動，媒促海內外

商機，增進海內外產業交流合作，協助國內產業開拓

海外市場，促進海內外建構合作平臺。 

二、蒐集海外僑臺商經貿活動、經營概況等資料，提供海

外僑營事業、國內赴海外投資廠商、政府部門及學術

界參考運用。 

三、配合新南向政策，結合僑臺商力量，協助推動國內觀

光產業發展，辦理推廣觀光多元活動，鼓勵僑臺商企

業員工組團來臺觀光，促進海內外觀光產業商機交

流。 

四、辦理僑胞卡網站系統運用、更新與維護。 

五、督導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擴大服務功能，協助海外僑

臺商資金融通。 

培訓僑商經貿

人才協助僑營

企業發展  

其它 一、配合僑臺商需求及政府政策，辦理僑營事業行銷、創

業、投資合作等人才研習或邀訪活動。 

二、辦理臺灣美食、餐飲等專業研習活動。 

三、配合政策辦理海外僑營事業巡迴輔導諮商，協助僑商

企業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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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四、辦理臺灣美食國際巡迴講座，提升僑營餐館經營實力

及發揮臺灣美食軟實力。 

聯繫海外僑商

組織並協助推

展業務 

社會

發展 

一、強化海外僑臺商團體之聯繫服務，輔導辦理世界性或

洲際性活動。 

二、邀訪僑臺商組團回國參訪及考察。 

三、培養僑臺商組織繼起之人才，加強與僑臺商青年子弟

及第二、第三代溝通聯繫，辦理僑臺商團體幹部及青

年菁英活動。 

四、輔助僑臺商團體舉辦年會等會務活動及商品展等經貿

活動。 

五、輔導舉辦優秀僑臺商選拔及相關經貿活動，提升僑臺

商形象。 

回國升學僑生

服務 

鼓勵海外僑生

回國升學 

其它 一、配合政府人才培育及產業發展政策，結合國內技職校

院資源，推動「技職僑生升學方案」，協助我國產業

發展。 

二、辦理海外各地僑生申請來臺升學僑生資格審查作業，

包括就讀研究所、大學校院、五專職校、中等學校、

僑生技職專班及馬來西亞春季班等。 

三、協同教育部、海外聯招會等單位前往海外重點僑區舉

辦招生說明會，宣導國內僑生招收現況，鼓勵僑生回

國升學。 

四、協助教育部及海外聯招會辦理亞洲地區僑生回國升讀

大學及五專職校之學科測驗工作。  

落實在學僑生

輔導與畢業留

臺校友聯繫 

其它 一、舉辦全國北中南東等區僑生春季活動及輔助學校辦理

僑生春節祭祖暨師生聯歡活動。 

二、舉辦全國僑生社團幹部研習會活動及輔導僑生社團舉

辦活動及發行刊物，且協導學校幫助僑生入學適應，

包括學前訓練及中文輔導教學，並營造新南向語言環

境。 

三、辦理僑生傷病醫療及全民健康保險補助、學生工讀或

學習扶助金補助、學行優良及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

金，並提供僑生醫療、急難救助及喪葬慰問補助。 

四、舉辦全國北中南區僑輔工作人員交流平臺會議及協輔

大專院校辦理應屆畢業僑生歡送會，並配合推動評點

配額制，鼓勵僑生留臺工作等相關事宜。 

五、輔助全球各地校友會舉辦各種節慶、文藝、年會慶祝

活動及邀請海外留臺同學會會長及理事等返臺訪問。 

海外青年技訓

研習 

培訓海外專業

技術青年人才 

其它 一、加強培育海外青年，輔助回國學習生產技能，促進華

社經濟發展，辦理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之相關訓練及

輔導工作，以及海外招生宣導事宜。為應「新南向政

策」，海青班畢業生除發予學生畢業證書外，本會將

持續努力爭取及促成已取得中華民國丙級以上技術證

照之畢業生納入評點配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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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二、辦理海青班招生宣導，學生住院、傷亡、慰問、急難

救助等業務。  

三、辦理海青班學生傷病醫療及全民健康保險補助、學生

工讀補助、學行優良學生獎學金、以及辦理海青班畢

業典禮及成果展活動。  

四、編印海青班招生文宣、光碟、海報等宣傳資料供保薦

單位使用。 

輔導海外青年

來臺文化研習

及團隊活動 

其它 一、辦理各類型青年研習活動，包括臺灣觀摩團、臺灣學

習體驗營、臺灣文化研習營、華語文研習班以及輔助

海外僑團（校）組團來臺研習華語文或臺灣文化等，

活動主軸以認識臺灣為主軸，活動內容包括臺灣政經

發展現況介紹、研習華語文、認識臺灣多元文化與民

俗技藝、參訪臺灣名勝古蹟等，期經由多元主題課程

之研習及在地生活之親身體驗，促進海外青年對臺灣

之認識與瞭解，厚植海外友我力量。 

二、建立海內外青年交流互動機制，協助國內外青年拓展

國際視野。 

三、擴大辦理志願服務型海外青年活動，透過海外青年投

入臺灣志願服務，促進海外青年更貼近臺灣，與臺灣

產生情感聯繫，達成促進國際青年交流、縮小國內城

鄉差距、提升弱勢學童英語學習動機。 

僑務新聞資訊

及傳媒服務 

維運「僑務電

子報」網站 

其它 一、運用網路科技提供海外僑胞僑社訊息及國內新聞，本

會賡續維護管理「僑務電子報」網站。 

二、充實電子報網站內容，每日更新本會最新活動、國內

要聞及僑社訊息，以提升「僑務電子報」網站訪客人

數，擴大僑胞參與及良性互動。 

三、上載最新國內外僑務及僑社新聞與自製文宣影片，提

供全球華人影音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