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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Hans Stock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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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ullen Trust for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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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 in 2002. Under his direction, the Study Abroad 

Program at UST has been frequently ranked in the top 20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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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e 2010 – present: Cullen Trust for Higher Education/ Fayez Sarofim Chair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2006 – present: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 of St. 

Thomas.  

 September 2001 – 2009: Director, Study Abroad Program. U. of St. Thomas.   

 August 2002 – July 2006.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 of St. 

Thomas.  

 August 1999 - 2002. Lectur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 of Houston.   

 

Teaching Areas 

 Comparative politics, democratization, East Asian history and politics 

 

Research Areas 

 Democratization, elections,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Other Interests 

 Coordinator, Conference Group on Taiwan Studies 2011  

 Vice-President, Houston Taipei Society 2005 – present  

 Board Member, 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Association 2010 – present  

 Board Member,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2009 – present  

 Board Member, Southwest Conference on As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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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Immersion and Public Diplomacy:  

American and Global Studies Colloquium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in Houston, Texas, USA 
 

Prior to beginning my remarks,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deep appreciation to 

past and present colleagues at the Culture Center of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uston, Texas, USA for extending to me their trust and friendship for many 

years.  To entrust in me such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has indeed been humbling and a 

great honor.  My thanks as well to those kind officials and staff members in the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in Taipei for lobbying on behalf of the program about which 

I will speak, and for lending me their kind support and advice.  I deeply appreciate the 

current director of the Culture Center, Mr. Jeffrey Yu, for extending to me the invitation 

to address you here today. 

In the form of my own self-introduction, I will briefly say that I am a product of 

the kind of interaction that this conference celebrates.  My love of Taiwan began with 

deep and enduring friendships with Taiwanese classmates during my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ies.  My early field research in Taiwan was facilitat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former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My community 

outreach has been supported and improved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the Culture Center 

in Houston and OCAC.  Everywhere I have turned, I have met kind and supportive 

friends in Taiwan.  As such, it has been my goal to return that favor and introduce more 

Americans to Taiwan and people from Taiwan to new friends in my hometown of 

Houston. 

Since 2011,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has produced a three-week summer intensive immersion program for Taiwan university 

and graduate students entitled “The American and Global Studies Colloquium” (AGSC).  

The AGSC was developed in 2010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Overseas Compatriot Affairs 

Commission of the ROC to meet aspects of President Ma Ying-Jeou’s “Ten Thousand 

Horses” initiative.  Each year, the AGSC introduces approximately twenty-five Taiwan 

students to American culture, history, politic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an “English 

only” environment.  This is done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lectures, excursions, and 

social events.  During a fourth week of the program in Houston, students complete 

internships at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and Culture Center of TECO, 

combined with additional area visits with the overseas Taiwanese community.     

The AGSC is a model for short-term, intensive and experiential enrichment 

programs for college students often experiencing foreign travel and/or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rogram has created and/or consolidated various 

networks between Taipei and Houston; demonstrated success with content learning 

outcomes; and high satisfaction by the student participants, community leaders, and 

partner organizations.   

Abundant academic literature identifies experiential and immersive-learning as 

highly effective in not only facilitating content learning, but also improving students’ 

abilities to understand, reflect, and internalize learning beyond narrow course content.  

Foreign studies abroad, for example, are immersive by definition and improve acquisition 

of academic, linguistic, cross-cultural, and introspective skills.  We feel that the AG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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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evolved into a signature experiential learning program that combines academic work, 

public diplomacy, and community outreach in an environment that encourages students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lives, themselves as citize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ir 

future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This paper provides a brief histor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SC and presents 

three years of student survey responses to items related to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general 

satisfaction.  Ideally, the AGSC can be replicated in other TECO reg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a productive and meaningful educational activity involving citizen service, 

public diplomacy, and manifestation of Taiwan’s emphasis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AGSC provides the intersection of goals related to globalizing education, 

outreach to the overseas community, and public diplomacy.  For example, a goal of “Ten 

Thousand Horses” is to internationalize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by encouraging 

students from second-tier schools to travel and study abroad.  This builds a stronger 

world view, develop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facilitates the growth of 

leadership skills and emotional maturity.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indicate career go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and foreign service to the ROC, and the AGSC 

provides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toward these ends.  Our visiting students have many 

opportunities to network with the local Taiwanese-American community and this fortifies 

the ties that bind Taiwan to its significant diaspora communities.  Finally, our visiting 

Taiwan students are ambassado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nd I must say, 

all of them have represented themselves and Taiwan with grace and distinction.  I have 

personally witnessed how impressed our city officials have been during our visits to City 

Hall.  The students are well behaved, polite, friendly, and actively engaged with the 

wonderful opportunity that the “Ten Thousand Horses” scholarship has provided. 

A central component of this successful program is that it has been designed to fit 

the needs of the OCAC and those of the incoming Taiwan students.  The basic academic 

and logistical aspects of the program remain the same each year but adjusted based on 

essays received from students that express their particular interests in learning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 second component of success has been a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ROC governmen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he Taiwanese-American and 

larger community in Houston.  The AGSC creates a venue for the OCAC and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uston to serve their constituencies, engage the 

overseas community leaders, and reach out to area educational, governmental,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s. 

 

Consolidating, Expanding, and Integrating Networks 

 

The accelera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ffers abunda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educators requiring access to foreign partners, financial 

resources, content specialists, and the students who are to participate.  As a result, 

building multiple global and local partnerships is increasingly essential fo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21
st
 Century. 

The AGSC has acted as the core to a collection of contact nodes in the US and 

Taiwan.  Each node may already be connected in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but building 

complementary synergies across such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is time consuming and 

requires considerable manpower.  The AGSC has, in a sense, become a facilitato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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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 that may normally be quite discreet or too resource intensive to build.  For 

example,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uston already works well with 

the City of Houston.  The AGSC Program, however, created new opportunities and 

venues with which Taipei’s overseas representatives in TECO and the Culture Center 

have contact with the City of Houston.  Through the City’s International Protocol Office 

each year, the AGSC provides tours of Houston City Hall, City Council Chamber, enjoy 

briefings by City officials, and receive personalized certificates of welcome from 

Houston’s Mayor, The Honorable Annise Parker.  The students are greeted and receive a 

lecture by the Houston Mayor Pro Tem, the Honorable Edward Gonzalez.  This personal, 

face-to-face, encounter between our city officials and Taiwan’s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has left indelible and positive impressions in the minds of our city and community leaders. 

Another example of very high level access provided the AGSC network is the 

regular excursion to the branch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located in Houston.  

Students are allowed into the interior of the building where they receive lectures from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economists and even get to view the “Counting Room” where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are on display. 

The OCAC has a proud tradition of engagement with its current core constituency, 

the overseas population from Taiwan.  The AGSC, as in the previous example, created a 

new opportunity and venue with which the OCAC reaches into the overseas community 

and bolsters its outreach mission.  Past and present OCAC Commissioners are involved 

in the reception and care of the visiting students. The AGSC also attracts the support of 

non-Taiwanese communities in Houston and provides the occasions at which TECO and/ 

or Culture Center officials can make new contacts.  Such local community leaders 

include lawyers, doctors, and city officials who are in the higher end of Houston’s social 

and economic residents. 

 

Present Powerpoint of AGSC Programs (separat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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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SC Content and Learning 

 

We have three primary program objectives – 1) provide useful and applicable 

information about American culture, 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2) leverage “knowledge” gained in order to build a feeling of familiarity with 

America and Americans; and 3) combine knowledge and familiarity to produce a positive 

sentiment about the US and the importance in which we hold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We measure our success in these objectives with an exit survey each year.  The 

survey is issued on the last day of class and has 28 questions that gauge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quality of the excursions, lectures, accommodations, and support during three 

weeks.  I introduce the survey to the students, respond to their questions about content 

and meaning (accompanied by fluent bi-lingual speaker), and then leave the room.  

Surveys are collected by the student group leader and delivered to my office.  The 

surveys are anonymous, although students are given the option of providing their name if 

they desire a follow-up from my office. 

 

Learning Objective 1 –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the USA and Americans. 

 

Our first program objective i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tudents find useful.  This combines learning for the sake of information, but also 

reflection about how that information can be applied to future careers and encounters 

with Americans.  This survey item asks students,  

 

“How useful did you find the lecture on ______?”   

 

Responses are scaled as: 

 1= not at all useful 

 2= not very useful 

 3= neutral 

 4= useful 

 5= very useful 

 

Clearly, the interests within and across cohorts vary.  As well, these scores may also be 

prone to influence depending on the abilities of the faculty teaching each course over time.  I will 

freely admit that guest lecturers that were not well-received by the students are not invited back 

for future lectures.  As presented on Table 1, we see that students in the three cohorts find the 

major content themes of interest and useful.  The average scores have generally increased over 

time, indicating that content and teaching faculty have been refined to address the interests of our 

visiting students. 

Table 1. Lecture Topics and Perceived Utility 

Cohort American 

Culture and 

Demographics 

American 

Politics 

American 

Economics 

American 

History 

US-Taipei-

Beijing 

Relations 

       

2011 (N= 25) 3.56 3.36  4.56 4.32 

2012 (N= 27) 3.79 4.52 4.33 4.64 4.56 

2013 (N= 25) 4.12 4.52 3.64 4.6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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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Objective 2 – Increasing Familiarity with the USA 

 

Our second program objective i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sufficiently broad 

introduc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 leaves them with a sense of increased familiarity with 

America and Americans.  We believe that rote learning of facts and events could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leaving Taiwan.  Our goal is for students to transition from simply 

“knowing” things to actually using such information to form a stronger sense of understanding or 

familiarity.  Thus, lectures and field excursions are strategically combined to produce this result.  

We see from Table 2 below that this objective is accomplished.  One exit survey item asks, 

“Would you say this program helped you learn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sponses are 

scaled as: 

1= not at all 

2= a little bit 

3= some 

4= a lot 

5 = very much 

 

We see that the average response for the three groups was always at least “a lot.”  The 

2012 and 2013 cohorts responded on average closer to “very much” than to “a lot.”  The 

familiarity is the result of academic lectures about aspects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life, but also 

multiple field excursions to cultural sites, historical monuments, museums, and popular cultural 

attractions of a more contemporary nature.  Additionally, we have increased the number and 

intensity of our visiting students’ contact with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Table 2. Learning and Improved Familiarity 

Cohort Learn About USA Familiarity Prior Familiarity After 

    

2011 (N = 25) 4.04 2.79 3.83 

2012 (N = 27) 4.56 2.69 3.81 

2013 (N= 25) 4.52 2.84 3.96 

 

Our goal is that “learning” is related to an improved sense of “familiarit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upon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  Our idea is that while students may learn a great 

deal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simply conveying information would not reduce the “alien” or 

“foreign” n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us, we ask if students feel more famili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other words, what they have learned and experien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s a more affective orientation, not simply cognitive knowledge.  If our goal is to build 

people-to-people bridges between our nations for the future, accomplishing this familiarity is 

important.  For this item, two questions on the exit exam are: 

 

“Before coming to Houston, how familiar were you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AGSC Program, how familiar do you fee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sponses are: 

1= not at all familiar 

2= not very familiar 

3= a little familiar 

4= familiar 

5= very famil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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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ee that the average cohort response for “Familiarity Prior” is between “not very” and 

“a little” familiar.  Upon completion of the AGSC program, the average cohort responses 

improve by more than one point to between “a little” and “familiar.”  This marked improvement 

is accomplished with only three intensive weeks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Of additional 

interest is that the increase in “familiarity” is nearly identical across groups regardless of 

perceived level of familiarity prior to entering the AGSC program. 

 

Learning Objective 3 - Affecting Sentiment 

 

Thus far, our first two objectives have been to 1)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2) turn that information into a feeling of familiarit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is leads to our third objective and that is to evoke a positive sentiment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ortance with which we hold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If people-to-

people bridges are to be built, then building them on a foundation of positive sentiment provides 

more solid ground for the future.  The questions for this item are: 

 

“What impression did this program leave with you in regard to the United States?”  

“What impression did this program leave with you in regard to American people?”  

 

Both of these questions had responses of: 

1= very bad impression 

2= bad impression 

3= neutral (neither bad or good) 

4= good impression 

5= very good impression 

 

The encouraging news is that of 77 total responses in three years, only one student 

provided an answer of “2 – bad impression.”  However,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oint out that this 

program is presented as a straightforward presentation of the American history and society.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in a mature conside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e based on Hollywood movies and government propaganda.  Thus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unfortunate aspects of American history such as slavery, the treatment of 

Asian immigrants under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ism. 

Table 3. Impression and Change in Impression of the US and Americans 

Cohort Departing 

Impression of USA 

Departing Impression 

of Americans 

Change in 

Impression of USA 

    

2011 (N = 25) 3.91 4.12 2.5 

2012 (N = 27) 4.15 3.65 2.5 

2013 (N= 25) 4.16 4.00 2.83 

 

As we see on Table 3, average responses on impr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at or 

above “good” impressions over three years.  Average responses on impression of American 

people range lower, but mostly positive between “neutral” and “good” impressions.  The first 

and third cohorts averaged much more positively than the second co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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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ird question seeks to capture change in impr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question 

item and responses are:   

 

“Did the AGSC change your impr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 = “made my impression more negative” 

2 = “did not change my impression” 

3 = “made my impression more positive” 

 

Here we see average cohort responses that indicate a positive change in impression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strongest effect coming from the most recent group in 2013.  

Admittedly, there are instances in which individual students indicate that their impression 

became more negative (8 out of 77 total responses).  This is acceptable and largely unpreventable 

given the open and frank nature of the lectures and field experiences.  It is important to also 

recognize that this question may be measuring encounters (positive and negative) that fell 

outside the confined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classes and official excursions.  Students travel all 

over town during their free time in the evenings and weekends.  Such encounters are difficult to 

control for in this sample. 

In conclusion, the AGSC has three primary outcome objectives: 

1)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USA history and society in an objective manner. 

2) Deepen learning to affect a sense of familiarity with the USA and American society. 

3) Utilize familiarity to deepen understanding and empathy to induce more positive 

sentiment about the USA and American society. 

We find that the AGSC has performed very well on these objectives and are happy to say 

that we are not “perfect.”  Anything approaching perfect would likely come under a great deal of 

suspicion.  The AGSC is about learning and encouraging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t is hoped that this induces positive outcomes, it is fair to say that a few “imperfections” 

are actually a sign of a stro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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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時期中國大陸僑務政策之變遷與影響 

The Changes and Influences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Policy i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Xi Jinping 

范世平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 教授） 

  

摘要 

中共十八大於 2012 年 11月召開，習近平接替胡錦濤擔任總書記與中共軍委

會主席，成為「第五代接班人」。2013年 3月接任國家主席與國家軍委會主席，

成為完整掌握黨、政、軍大權的最高領導人。從十八大後可以發現，中共在僑務

與統戰工作體系的人事，有了新的變化，這代表習近平在僑務工作上展現了新的

思維。當前，中共在對外關係方面，面臨美國重返亞州與再平衡戰略的圍堵，加

上與日本及周邊國家的領土爭議，使得其大國外交面臨挑戰，這使得僑務工作的

重要性增加。其次，大陸經濟面臨產業轉型與增長趨緩的問題，這使得吸引僑資

與僑商角色，也出現新的變化。第三，大陸海外僑民增加快速，促使中共僑務政

策必須與時俱進。第四，兩岸雖然從 2008 年馬總統執政之後進行外交休兵，但

在海外僑務上卻仍呈現對立狀態，面對新時期的習近平對台政策，兩岸僑務如何

休兵，也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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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November 2012,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convened. Xi Jinping succeeded Hu Jintao and undertook the position of 

General-Secretary and Chairman of Military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e became the “successor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In March 2013, he took over 

the position of President and Chairman of National Military Committee, and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highest rank who completely controls the power of party, politics and 

military. After the 18
th

 National Congress, personnel matters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and unification & offense system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anged. It 

means that Xi Jinping has new thoughts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Regarding 

external rel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urrently encounters the return of U.S. 

in Asia and rebalancing strategy. Regarding the disputes of territory with Japan and 

the neighbors, China has diplomatic challenge. Thus,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become 

more important. In addition, as to economy, China encounter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lowdown. The attraction to capital and business of overseas 

Chinese is different. Thirdly, the popul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of China has 

increased rapidly. Policy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ust meet the trend. Fourthly, although Taiwan and China are in a peaceful state after 

the governance of President Ma from 2008,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are confronting. 

Regarding the Taiwan policy of Xi Jinping in the new era,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re critical issue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8%AD%E5%A4%AE%E5%86%9B%E4%BA%8B%E5%A7%94%E5%91%98%E4%BC%9A%E4%B8%BB%E5%B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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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共第十八大於 2012年 11月 8日召開，習近平接替胡錦濤擔任總書記的

位子，另一方面也接任了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成為「第五代接班

人」。原本外界認為，中共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上屆領導人「騎上馬、送一程」

的「輔佐」新領導人，已成慣例。因為胡錦濤在 2002年接任總書記與 2003年接

任國家主席，但江澤民直到 2004年才交出黨的軍委會主席，這使得胡錦濤在 2005

年開始才正式主導對外與僑務工作。因此胡錦濤何時交出軍委會的權力，習近平

何時接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才能重新安排小組成員，確定相關

人事，進而真正主導僑務工作。 

所以，如果胡錦濤不裸退，習近平應該會是在 2014年左右才真正主導僑務

工作。但如今習近平提早接任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也就將提前主導僑務工作。

2013年 3月 14日，中共召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習近平進一步當選國家主席，

並接任國家中央軍委會主席，使其完整掌握「黨、政、軍」大權，將更為全面

性的推動新形勢下的僑務工作。 

 

貳、中共十八大後的僑務政策 

短期看來，中共的僑務政策仍會依循過去的路線，不至於有太大的變化，但

也希望能有新的發展。 

一、「中國夢」成為僑務工作最高指導方針 

2012年 11月 29 日，剛剛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到半個月的習近平，帶領剛

出爐的 6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觀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舉行之「復興之路」

展覽時指出，在過程中習近平提出了「中國夢」。 

（一）「中國夢」的基本內容 

習近平將「中國夢」定義為「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

想」，更表示這個夢想一定能實現。此外，習近平指出，到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 100年時，建成富強

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

想一定能實現。1
 

                                                      
1「習近平：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勇前進」，新華網，2012

年 11 月 29 日，請參考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29/c_113852724.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3%E5%B9%B43%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8%AD%E5%A4%AE%E5%86%9B%E4%BA%8B%E5%A7%94%E5%91%98%E4%BC%9A%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7%B8%BD%E6%9B%B8%E8%A8%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F%92%E8%BF%91%E5%B9%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6%94%BF%E6%B2%BB%E5%B1%80%E5%B8%B8%E5%A7%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5%AE%B6%E5%8D%9A%E7%89%A9%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6%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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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3月 17 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閉幕會上，新當選國家

主席的習近平在講話中九次提到「中國夢」。2
2013 年 6月 8 日，習近平在美國

對美國總統歐巴馬表示，中國夢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美國夢是相通。3
 

基本上，「中國夢」的主要內容如下：第一，追求經濟騰飛，生活改善，

物質進步，環境提升。第二，追求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公民成長，文化繁榮，

教育進步，科技創新。第三，追求富國強兵，民族尊嚴，主權完整，國家統一，

世界和平。4
 

（二）希望藉由僑務來實現「中國夢」 

當前，「中國夢」已經成為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

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後，中共意識形態中最新的部分。不但全國各黨

政機關開始學習，中共僑務與統戰機構也將此列為最高指導原則，不斷強調如何

藉由僑務工作來達成「中國夢」。 

另一方面，也逐漸將「中國夢」向海外華僑進行宣傳，希望藉由華僑的力

量來達成理想與目標。2013 年 7 月 2 日至 4 日，挪威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荷

蘭舉辦了「中國夢歐洲高峰論壇」，在歐洲各國的統促會負責人均參加此一會議，

而隸屬於中共統戰部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執行副秘書長杭元祥，特別從北京前

往參加。中共駐荷蘭大使陳旭也在此論壇上致辭，顯示重視。5日後，中共勢必

會在海外僑社舉辦一系列「中國夢」的推動活動，藉由各種座談會、學術研討會

與聯誼活動，推動此一意識形態。 

 

二、僑務工作崇尚儉樸與減少開支 

2012 年 3月 16 日，習近平在中央黨刊「求是」撰文時指出，強調領導幹部

要帶頭「保持黨的純潔性」，表示：「有些幹部在市場經濟中不能正確對待個人利

益，走向腐敗墮落，教訓極其深刻，堅決要把已經喪失黨員資 格的蛻化變質分

子和腐敗分子清除出黨。」習近平又強調「必須嚴格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不能搞一言堂，不能由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而應該搞群言堂，依靠集體智慧和

                                                      
2「特寫：習近平九提中國夢」，新華網，2013 年 3 月 17 日，請參考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17/c_115054547.htm。 

3「習近平：中國夢與美國夢相通」，新華網，2013 年 6 月 8 日，請參考

http://news.qq.com/a/20130608/016041.htm。 

4「中國夢」，維基百科，2013 年 9 月 28 日，請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zh-hk/%E4%B8%AD%E5%9C%8B%E5%A4%A2#cite_note-2。 

5「中國夢歐洲高峰論壇在荷蘭舉行」，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網站，2013 年 7 月 15 日，請參考

http://big5.taiwan.cn/gate/big5/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hnyw/201307/t20130715_4453712

.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5%8D%81%E4%BA%8C%E5%B1%8A%E5%85%A8%E5%9B%BD%E4%BA%BA%E6%B0%91%E4%BB%A3%E8%A1%A8%E5%A4%A7%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F%92%E8%BF%91%E5%B9%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6%80%BB%E7%B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6%80%BB%E7%B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6%A2%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82%E6%98%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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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程序來決定。」6中共官方媒體指出，這是習近平傳遞出「黨要管黨」的思

路，對黨員腐敗提出了強烈的信號。 

（一）打擊貪腐與減少浪費成為新政策 

從 2013年 9月開始，包括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蔣潔敏、中

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李華林和四川省副省長郭永祥等人都因貪腐問

題而遭到雙規，這些人因為多與中石油集團有關，因此被外界視為是「石油幫」。

而這個「石油幫」的背後，是前中共政治局委員兼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另一方面，

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也在萬眾矚目下，於 9 月 22 日被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一

審以受賄罪、貪污罪、濫用職權罪判處無期徒刑。由此可見，習近平上台之後，

積極進行「打貪防腐」工作。 

另一方面，習近平不斷提出政府機關應該崇尚節約與減少浪費，6 月 18 日

在召開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會議上，他要黨員「照鏡子、正衣冠、

洗洗澡、治治病」，明確清黨整風；更提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

義，反對奢靡之風」的「反四風」。 

而將在 11月所舉行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更將政治改革列為重要項目。

因為從中共黨史來看，歷次的三中全會都標誌著日後政治與經濟改革的方向。 

（二）僑務工作力圖反對形式主義與奢靡之風 

長期以來，中共僑務工作體系繁雜，大致可區分為僑務政策最高決策體系、

華僑參政議政體系、僑務政策規劃與執行體系、跨部委辦之僑務工作執行體系、

其他部委辦之僑務協調配合體系、僑務工作之黨派群眾體系等六大部分。事實

上，許多單位的工作內容接近，甚至多有重複。而每個單位在過去舉辦活動時，

為了凸顯績效，往往耗費資金龐大，造成淪為形式主義；甚至其中也可能暗藏貪

腐與奢糜情事。因此在未來，中共僑務工作將逐漸走向節約與務實，更加講究實

際之效果，而不是淪為「為辦活動而辦活動」，「為花預算而辦活動」的情況。 

 

表 1  中共僑務工作機制整理表 

體 系 名 稱 相 關 組 織 

僑務政策最高決策體系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 

華僑參政議政體系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港澳臺僑委員

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華僑委員會 

僑務政策規劃與執行體系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 

跨部委辦之僑務工作執行

體系 

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 

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 

                                                      
6
 古洋齋，「鄧小平與習近平都說党要管黨」，新華網，2012 年 3 月 22 日，請參考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174600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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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委辦之僑務協調配

合體系 

外交部、國防部、國家安全部、教育部、新華社、

商務部、文化部、國台辦 

僑務工作之黨派群眾體系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全國政協組成單位） 

中國致公黨（全國政協組成單位） 

中華海外聯誼會（統戰部所屬單位） 

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國僑辦所屬單位）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統戰部所屬單位，全國

政協組成單位） 

歐美同學會（統戰部所屬單位）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統戰部所屬單位） 

資料來源：范世平，「從交易成本理論探討當前中國大陸僑務之工作體系與運作

模式」，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0 卷第 3期，2009年 7月，頁 33-75。 

 

三、國僑辦並未與國台辦合併 

針對中共中央機構的改革方案，國僑辦未如外界預期般在 2002 年的中

共十六大遭致裁撤，在 2008 年的十一屆全國人大所通過的「國務院

機構改革方案」中仍獲得保留。而在中共十八大後，大陸媒體界再次流傳，

機構改革會是習近平與李克強在新政後的工作重點。根據網路上與輿論所流傳的

機構改革方案，國務院各部及直屬機構將從 44個減為 24個；其中，國台辦，為

強化兩岸交流，可能將國務院僑辦、港澳辦併入國台辦。或者，是將國台辦、國

僑辦、港澳辦等部門合併重組為「國家和平統一委員會」。其主要目的，主要是

想解決政府部門機構重疊、職權交叉、政出多門的矛盾，提高國務院之行政效率。

而從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所通過的機構改革方案看來，國僑辦仍然獲得保留，並未

與任何機構合併。 

 

四、採取更為強硬之外交與僑務工作 

習近平於 2009 年 2月，在墨西哥出席當地華僑聯誼會時的演講中，提及：

「在國際金融風暴中，中國能夠基本解決 13 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

類最偉大的貢獻。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9%A0%E8%BF%91%E5%B9%B3 - 

cite_note-34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

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7這一說

法，讓國際間感受到習近平的外交與僑務政策，似乎比胡錦濤更為強硬。 

                                                      
7「習近平批評外國對中國指手劃腳」，星島環球網，2009 年 2 月 13 日，請參考

http://www.stnn.cc/ed_china/200902/t20090213_978775.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9%E5%B9%B42%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2%A8%E8%A5%BF%E5%93%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9%A0%E8%BF%91%E5%B9%B3#cite_note-3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9%A0%E8%BF%91%E5%B9%B3#cite_note-3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93%E5%87%BA%E9%9D%A9%E5%91%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93%E5%87%BA%E9%9D%A9%E5%9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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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僑商的功能逐漸轉型與下降 

從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僑資一直是中國外資的重要來源，不但對經濟發

展貢獻良多，更引進新的科學技術與管理知識。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大

陸對於僑資的利用也有了改變： 

（一）由僑資「引進來」轉變為中資「走出去」 

90 年代開始，隨著其他外資的大舉進入，使得「僑資走進來」的重要性不

若以往，反倒是「中資走出去」日益重要。尤其當中國成為全球外匯存底最高的

國家，也開始從「資本進口國」轉為「資本出口國」，逐漸收購歐美企業。 

這使得華僑可以扮演中國大陸企業的「帶領者」角色，透過華僑與中國企業

多年的合作經驗與互信基礎，中國充分利用華商在國外的財力與人脈，以及對於

當地經營環境與法令的瞭解，協助中國企業能夠走向國際。以印尼來說華人僅佔

總人口約 2％，卻擁有國內私人資本近 70％，最大之 25家企業中佔有 17家；泰

國華人約佔總人口 10％，在前 10大商業集團中佔有 9家，甚至創造該國一半之

國內生產毛額；馬來西亞華人約佔總人口三分之一，卻幾乎主宰該國經濟；華人

佔菲律賓總人口約 1％，卻佔國內企業銷售總額的 35％8。 

（二）透過世界華商大會整合全球華商 

1990 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和泰國中華總商會聯合倡議，

每兩年舉行一次「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vention – WCEC」，以促進各地

華商間的交流與合作。WCEC 的發展日益受到國際矚目，如表 2 所示，不但各

主辦國元首不敢輕怠，均會親自與會，當地企業更是全力支持。 

其中，僅有第九屆於日本神戶所舉行的第九屆大會，因當時首相臨時公務而

無法參加，以預錄之影像進行開幕致詞，並由國土交通大臣冬柴鐵三代表出席

外，其他國家均由總統或總理等最高政治領袖出席，以顯示重視程度。 

 

表 2  世界華商大會舉辦過程整理表  

屆  日期  
主辦機構（主辦地

點）  
與會者  主持貴賓  

第

一

屆  

1991

年 8

月  

新加坡中華總商

會（新加坡）  

30 個國家，

750 多名華商  
李光耀總理  

第

二

屆  

1993

年 11

月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  

22 個國家，

850 多名華商  
Christopher F. Patten總督  

                                                      
8
 程光泉，全球化與價值衝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34-164。Annabelle R. 

Gambe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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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屆  

1995

年 12

月  

泰國中華總商會

（泰國曼谷）  

24 個國家，

1,500 多名華

商  

Banharn Silpa-Archa 總理  

第

四

屆  

1997

年 8

月  

加拿大中華總商

會（加拿大溫哥

華）  

30 個國家，

1,400 多名華

商  

Jean Chretien 總理  

第

五

屆  

1999

年 10

月  

澳洲維多利亞中

華總商會（澳洲墨

爾本）  

20 個國家，

800 多名華商  
霍華德總理  

第

六

屆  

2001

年 9

月  

中華全國工商業

聯合會（中國大陸

南京）  

77 個國家，

4,700 多名華

商  

朱鎔基總理  

第

七

屆  

2003

年 7

月  

馬來西亞中華總

商會（馬來西亞吉

隆坡）  

21 個國家，

3,500 多名華

商  

Mahathir Mohamad 總理  

第

八

屆  

2005

年 10

月  

韓國中華總商會

（韓國首爾）  

32 個國家，

3,569 多名華

商  

盧武鉉總統  

第

九

屆  

2007

年 9

月  

日本中華總商會（日

本神戶、大阪）  

30 個國家，

3,000 多名華

商  

國土交通大臣冬柴鐵三，

政協主席賈慶林  

第

十

屆  

2009

年 11

月  

菲華商聯總會（菲

律賓馬尼拉）  

20多個國家，

約 3,000名華商 

Gloria M. Arroyo 總統，政

協主席賈慶林  

第

十  

一

屆  

2011

年 11

月  

新加坡中華總商

會（新加坡）  

34個國家，

4,600多名華商 

李顯龍總理  

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中

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黃孟

複主席 

印尼貿易部馮慧蘭部長 

第

十  

二

屆  

2013

年 9

月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

協會（成都）  

105個國家和

地區，3,000多

名華商 

政協主席俞正聲 

第

十  

三

屆  

2015

年  
印尼中華總商會    

資料來源：范世平，「僑務政策」，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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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9年），頁 167-183。「第十三屆世界華商大會將，2015年在印尼舉行」，

中新社，2013年 9月 26日，請參考

http://www.chinanews.com/zgqj/2013/09-26/5327775.shtml。 

 

（三）第十二屆世界華商大會無政治高層參加 

由於世界華商大會與中共統戰部的「全國工商聯」具有密切聯繫，因此每次

大會舉辦時，「全國工商聯」均派出龐大代表團，2001 年在南京舉辦之第六屆

大會，即是由全國工商聯主辦。而在 2007年的第九屆大會與 2009年的第十屆大

會中，中共更派出了統戰工作最高單位的領導人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參加，顯示

出中共當前僑務工作中，經貿議題的重要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1 年的第十一屆大會時，中共僅派出全國政協副主

席黃孟複代表參加，顯然在位階上略遜一籌，因為政協副主席不是中共政治局常

委，也不屬於「國家領黨人」的級別。而在 2013 年的第十二屆大會，是世界華

商大會第二次回到中國舉辦，照理中共參加的貴賓級別應該更高。在 2001 年於

中國南京舉行第六屆大會時，中共是由朱鎔基總理參加；但第十二屆的大

會新任總理李克強卻無與會。  

由此可見，世界華商大會對於中共來說，隨著「引進來」的「招商引資」功

能逐漸降低，特別是過去華商的投資多屬於「高汙染、高耗能、高勞力」之「三

高企業」，而目前大陸希望的外資是屬於低汙染、低耗能與資本密集的高新科技

產業，因此對於僑資的要求日益嚴格。另一方面，大陸企業已經能夠自己走出去，

已經不需要再藉由華商來做為對外聯繫的橋樑，這使得中共高層對於世界華商的

重視程度有所降低。 

 

六、海外「反獨促統」的力道逐漸降低 

隨著兩岸關係從 2008 年馬總統上任以來，出現大幅改善與交流快速之情

況，加上中共當前對台工作，仍是「反獨」高於「促統」，這使得統促會目前的

實際功能受到限制。特別是海外華僑對於「反獨促統」工作上的實際意義，正快

速下降中。 

 

七、中共希望透過「二軌」與我僑委會接觸 

中共十八大後，每個單位都在尋求新的做法，新的發展。大陸國僑辦也希望

能在既有的工作上有所突破，其中的對台工作將會是新的方向，使僑務工作與兩

岸關係掛勾，甚至能與我國之僑委會建立新的溝通管道，透過兩岸「二軌的機制」

的接觸，使其僑務工作能有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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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共十八後的僑務工作人事之變化 

國僑辦可說是中共專門針對僑務進行總體政策規劃與執行的機構。而對於

統戰部來說，僑務雖然只是其諸多工作的一項，但其影響力卻不遜於國僑辦，原

因是僑務始終是統戰部的重點工作，尤其在 1990 年代以後更受重視。如表 1 所

示，直屬於統戰部的中華海外聯誼會，在 1997 年成立，為各華僑黨派群眾團體

中成立最晚者，顯示統戰部在 1990 年代中期後，發現華僑統戰工作的重要性。

基本上，長期以來在「以黨領政」的政治運作模式下，統戰部既然隸屬於黨且為

唯一牽涉僑務工作之機構，應該是可以領導政府體系中的國僑辦，但卻也不能否

認國僑辦過去以來在僑務工作上的專業性角色。因此，一個是統戰工作的最高主

管機構，另一則是政府體系中唯一負責僑務的專責部門，在當前僑務成為統戰工

作熱點的情況下，雙方在僑務政策究竟由誰掌握主導權，事實上一直有所爭議。 

另一方面可以發現，中國海外交流協會與國僑辦的人事與組織幾乎完全重

複，可說是國僑辦的白手套，成為以民間身分代替國僑辦對外聯繫之窗口。而統

戰部雖然不是專責僑務工作，但其有關僑務工作的白手套卻比國僑辦的數量還

多，包括中華海外聯誼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歐美同學會與統促會等，形

成統戰部領導下的龐大僑務「白手套運作體系」。當前，中華海外聯誼會會長、

副會長均由統戰部部長、副部長擔任，而中華海外聯誼會與統戰部之地址均為北

京市府右街 135号，各地分會地址亦是該地區的統戰部，由此可見因為華僑統戰

工作，若以統戰部具名較為敏感，因此以中華海外聯誼會之民間團體名義較為方

便。而歐美同學會表面上是民間學術組織，但實際上卻是統戰部針對海外華裔學

者進行「學術統戰」的外圍單位。至於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該會實際負責會務

的執行副會長就是前統戰部部長杜青林，因此該會也屬統戰部的外圍組織。 

從表 3 可以發現，從中共十八大之後，在僑務與統戰相關人事的變動與發

展。 

 

表 3   中共僑務工作相關人事之異動整理表 

姓  名 現  職 工 作 經 歷 意 義 與 影 響 

劉延東（1945

年 11月），江

蘇南通人；清

華大學工程化

學系，吉林大

學行政學院政

治學理論專業

畢業，法學博

士 

1. 中共第

十八屆

中央政

治局委

員 

2. 國務院

副總理 

1. 中共第十七屆中央政治

局委員。 

2. 1982年，進入共青團中

央。先後工作 9年；歷

任書記處書記、常務書

記，全國青聯副主席、

主席等職；經歷王兆

國、胡錦濤、宋德福三

任團中央負責人。 

1. 繼鄧穎超之後，

中共第二位連任

的女中央政治局

委員。 

2. 父親劉瑞龍是

1927 年就加入中

共的「老革命」，

中國工農紅軍第

十四軍的創建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5%8D%8E%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5%8D%8E%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E%97%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E%97%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AD%B8%E5%8D%9A%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AD%B8%E5%8D%9A%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4%BF%E6%B2%BB%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4%BF%E6%B2%BB%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5%8A%A1%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5%8A%A1%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4%BF%E6%B2%BB%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4%BF%E6%B2%BB%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9%9D%92%E5%9B%A2%E4%B8%AD%E5%A4%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9%9D%92%E5%9B%A2%E4%B8%AD%E5%A4%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9D%92%E8%81%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85%86%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85%86%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9%94%A6%E6%B6%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BE%B7%E7%A6%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9%A2%96%E8%B6%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4%BF%E6%B2%BB%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4%BF%E6%B2%BB%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7%91%9E%E9%BE%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2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B7%A5%E5%86%9C%E7%BA%A2%E5%8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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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91年 3 月，轉任中共

中央統戰部，出任統戰

部副秘書長；後升任副

部長。2002 年接替王兆

國晉陞為部長；並在次

年 3月的十屆全國政協

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

國政協副主席（排名第

三位，僅次於王忠禹、

廖暉），成為黨和國家

領導人。 

4. 2008年 3 月，被任命為

國務院國務委員 

5. 2013年 3 月，被任命為

國務院副總理 

之一，曾是江澤

民養父江上青加

入共青團的介紹

人。 

3. 中共建政以來第

四位女副總理。 

 

杜青林（1946

年 11月），吉

林省磐石市

人；吉林大學

法律系碩士研

究生 

1. 中共第

十八屆

中央委

員、中央

書記處

書記 

2. 第十二

屆全國

政協副

主席 

1. 中共第十五、十六、十

七屆中央委員。 

2. 2007年 12 月接替劉延

東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

部長，2012 年 9月卸任。 

3. 2008年 3 月，在第十一

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

上，當選全國政協副主

席。 

4. 2013年 3 月擔任第十二

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 第十一屆全國政

協第一次會議

上，在 25名副主

席中，排名第三

位。 

2. 第十二屆全國政

協第一次會議

上，在 23名副主

席中，排名第一

位。 

 

令計劃（1956

年 10月），本

姓令狐，山西

平陸縣人；湖

南大學工商管

理專業在職研

究生畢業，碩

士學位 

1. 中共第

十八屆

中央委

員 

2. 中共中

央統戰

部部

長、中央

機構編

製委員

會委員 

3. 第十二

1. 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候

補委員、第十七屆中央

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

書記。 

2. 1979年進入共青團中央

宣傳部工作，1985年 7

月升任宣傳部理論處副

處長，而這時擔任共青

團中央負責人的是胡錦

濤。1988 年 6月起，歷

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辦

公室主任、共青團中央

1. 妻子谷麗萍在

2012 年 12月 3

日被捕，和貪腐

有關。兒子令

谷， 2012年 3

月在法拉利事件

中身亡。令谷車

禍後，令計劃出

動了中共中央辦

公廳警衛局封鎖

現場，受到中央

批評。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7%BB%9F%E6%88%98%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7%BB%9F%E6%88%98%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E5%89%AF%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E5%89%AF%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BF%A0%E7%A6%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96%E6%9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9A%E5%92%8C%E5%9B%BD%E5%AE%B6%E9%A2%86%E5%AF%BC%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9A%E5%92%8C%E5%9B%BD%E5%AE%B6%E9%A2%86%E5%AF%BC%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A%A1%E5%A7%94%E5%91%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6%B3%BD%E6%B0%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6%B3%BD%E6%B0%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4%B8%8A%E9%9D%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9%9D%92%E5%9B%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E%97%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E%97%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E%97%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E%97%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E%97%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E5%89%AF%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E5%89%AF%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E5%89%AF%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5%BB%B6%E6%9D%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5%BB%B6%E6%9D%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7%B5%B1%E6%88%B0%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7%B5%B1%E6%88%B0%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E5%89%AF%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E5%89%AF%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A4%E7%8B%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1%95%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1%95%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7%BB%9F%E6%88%98%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7%BB%9F%E6%88%98%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7%BB%9F%E6%88%98%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C%BA%E6%9E%84%E7%BC%96%E5%88%B6%E5%A7%94%E5%91%9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C%BA%E6%9E%84%E7%BC%96%E5%88%B6%E5%A7%94%E5%91%9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C%BA%E6%9E%84%E7%BC%96%E5%88%B6%E5%A7%94%E5%91%9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C%BA%E6%9E%84%E7%BC%96%E5%88%B6%E5%A7%94%E5%91%9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4%B9%A6%E8%AE%B0%E5%A4%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4%B9%A6%E8%AE%B0%E5%A4%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7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9%94%A6%E6%B6%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9%94%A6%E6%B6%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A4%E8%B0%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A4%E8%B0%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6%8B%89%E5%88%A9%E4%BA%8B%E4%BB%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6%8B%89%E5%88%A9%E4%BA%8B%E4%BB%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A%9E%E5%85%AC%E5%8E%85%E8%AD%A6%E5%8D%AB%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A%9E%E5%85%AC%E5%8E%85%E8%AD%A6%E5%8D%AB%E5%B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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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全國

政協副

主席 

辦公廳副主任、共青團

中央宣傳部部長。 

3. 1995年 12 月，調任中共

中央辦公廳，2007年 9

月 19日，接替王剛出任

主任。 

4. 2012年 9 月接任中共中

央統戰部部長。 

5. 2013年 3 月擔任第十二

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2. 第十二屆全國政

協第一次會議

上，在 23名副主

席中，排名第 2

位。 

李海峰（1949

年 2月），河

北省樂亭人。

中央黨校研究

生畢業 

第十二屆全

國政協副主

席 

1. 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 

2. 共青團大慶市委書記，

1978年擔任共青團中央

書記處書記，當時王兆

國擔任第一書記，胡錦

濤擔任常務書記。此時

的李海峰，與胡錦濤有

非常密切的工作關係。 

3. 1986年擔任中共河北省

委常委石家莊市委副書

記、書記、河北省人民

政府副省長、1994年進

入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擔

任副主任。 

4. 2007年 4月至 2013年 3

月擔任國務院僑務辦公

室主任。 

5. 全國政協第五、六屆委

員。 

6. 2013年 3 月擔任第十二

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 中共第十八屆未

當選中央委員。 

2. 是繼陳玉傑之後

又一位女主任；

也是國僑辦第五

位主任。 

3. 第十二屆全國政

協第一次會議

上，在 23名副主

席中，排名第 11

位。 

裘援平（1953

年 11月），浙

江紹興人，北

京外國語大學

西語系和北京

大學國際關係

學院，獲法學

國務院僑務

辦公室主

任、黨組書

記 

第十二屆全

國政協常委 

1.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拉

美局副局長、副秘書長

兼研究室主任。 

2. 中共唐山市委副書記。 

3. 中央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正部長級）、機關黨

委書記。 

曾為北京赴延安插

隊知青，先後在中央

電視臺和中國國際

電臺、中共中央對外

聯絡部、中國駐阿根

廷使館、地方政府和

中央外事辦公室工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A%9E%E5%85%AC%E5%8E%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A%9E%E5%85%AC%E5%8E%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88%9A_(%E6%94%BF%E6%B2%BB%E4%BA%BA%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7%BB%9F%E6%88%98%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7%BB%9F%E6%88%98%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85%86%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85%86%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9%94%A6%E6%B6%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9%94%A6%E6%B6%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6%94%BF%E5%8D%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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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 4. 2008年 3 月，在第十一

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

委員。 

作 

馬儒沛（1954

年 1月），四

川省成都市

人，中央黨校

研究生畢業 

國務院僑務

辦公室副主

任 

曾任共青團重慶市委書

記、中共沙坪壩區委書記、

中共重慶市委組織部常務

副部長、中共重慶市委常

委、組織部長 

 

任啟亮（1956

年 5月），安

徽省淮北市

人，淮北煤炭

師範學院中文

系畢業 

國務院僑務

辦公室副主

任 

煤炭工業部、中央組織部工

作。1992年調國務院僑辦，

先後任副處長、處長，北京

華文學院院長，國務院僑辦

秘書行政司司長 

 

何亞非（1955

年 3月），浙

江寧波人。北

京外國語學院

研究生畢業，

曾在日內瓦國

際關係學院學

習 

國務院僑務

辦公室副主

任 

曾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團參贊，外交部軍控司副司

長，駐美國使館公使銜參

贊、公使，外交部美大司司

長，外交部部長助理，外交

部副部長，中國常駐聯合國

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

國際組織代表、大使 

 

譚天星（1963

年 11月）湖南

攸縣人。北京

大學歷史系博

士研究生畢業 

國務院僑務

辦公室副主

任 

曾任中國僑聯華僑華人歷

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國務

院僑辦政策研究司「僑務工

作研究」編輯部主任，國務

院僑辦經濟科技司副司

長，駐美國大使館參贊兼副

總領事，國務院僑辦經濟科

技司（投訴協調司）司長，

湖北省政府副秘書長，國務

院僑辦國外司（港澳臺司）

司長 

 

江岩，（1955

年 2月），山

東臨清人。遼

寧大學哲學系

畢業 

國務院僑務

辦公室黨組

成員（副部

長級） 

曾任中央組織部地方幹部

局副局長，中央企業工委委

員、組織部部長，國家電力

監管委員會黨組成員、紀檢

組長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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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昌良（ 1953

年 7月），籍

貫江蘇，北京

第二外國語大

學英語專業畢

業 

國務院僑務

辦公室黨組

成員、秘書

行政司司長 

曾任中國駐溫哥華總領館

一等秘書銜領事，國務院僑

務辦公室國外司副司長、國

外司司長，秘書行政司司長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一、統戰部人事發展前景甚佳 

目前看來，近幾年曾經在統戰部工作過的高層領導，後來的政治之路都相

當順利。顯見統戰工作對中共來說，仍然是舉足輕重。 

（一）劉延東發展快速 

曾任統戰部長的劉延東，在統戰部工作長達 17年，可以說是統戰工作的老

手。他的政治發展相當順遂，曾經擔任國務委員，並於 2013 年擔任副總理。他

不但是中共第二位連任的女性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中共建政以來的第四位女性

副總理；更重要的是他離開統戰部後，並沒有循往例的進入全國政協，反而是進

入國務院。 

眾所皆知，全國政協雖具有形式上的地位與權力，但並無實權。而國務院

是中共最高的行政機構，具有實際的權力與功能。劉延東的順利發展，固然與他

「紅二代」的身分有關，但她政通人和的特質也是關鍵。特別是他既與太子黨有

交情，父親與江澤民關係密切；又曾在共青團工作，與胡錦濤互動緊密，甚至被

歸為是「團派」。 

特別是在他擔任統戰部部長期間，正是民進黨執政時期，兩岸關係面臨重

大挑戰，因此不論是對台統戰或是對僑統戰，劉延東都扮演重大角色。其中尤其

是促成 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訪問大陸，以及 2008年國

民黨的重新執政，使得兩岸關係恢復穩定，都被外界視為是劉延東的重要政績。 

（二）杜青林不容小覷 

杜青林於 2008 年接替劉延東擔任統戰部部長，2012年 9月卸任。2013 年 3

月擔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在 23 名副主席中，排名第 1 位，成為僅次於

主席俞正聲的「二把手」。但值得注意的是，杜青林在中共十八大除了擔任中央

委員外，還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顯示他的工作範疇不僅是在政協與統戰，還包

括重要的黨務。 

 

二、令計劃發展受到阻礙 

令計劃於 1979 到 1995年一直在共青團工作，也因此有機會與胡錦濤接觸，

進而成為日後胡錦濤的重要貼身幕僚，外界都認為令計劃是標準的「團派」。原

本仕途一片看好，但可惜的是他的妻子谷麗萍在 2012年 12月 3日被捕，遽聞與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4%BF%E6%B2%BB%E5%B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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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有關。而他的兒子令谷， 2012 年 3 月 18 日在北京駕駛法拉利汽車發生嚴

重車禍而當場死亡，車上另有兩女，一死一重傷。令谷車禍後，令計劃出動了中

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封鎖現場，受到外界的批評，因此離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的位子，轉至統戰部，外界認為這是職務的降調。另一方面，媒體指出，令谷車

禍發生後，令計劃曾動用時任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力量，掩蓋車禍中令谷的

身分；而在支付一死一重傷的兩位同車女性的賠償金中，每人高達 6900 萬元台

幣，目的在於希望其家屬「封口」。而此費用竟是由中石油集團的前董事長蔣潔

敏，以公款方式支付。9
 

由於蔣潔敏在 2013年 9月因貪腐被雙規與免職，因此可能連帶影響令計劃

日後的政治發展。另一方面，蔣潔敏背後的靠山就是號稱「石油幫」幫主的周永

康，周永康長期在中石油集團工作，掌握著石油體系，最近許多媒體揣測蔣潔敏

被雙規後，下一個打貪對象可能就是周永康。特別是周永康曾與薄熙來關係密

切，也最支持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當薄熙來被鬥倒之後，周永康也就

岌岌可危。而周永康與令計劃的關係匪淺，因此周永康若遭整肅則令計劃也可能

受到影響。 

 

三、國僑辦「女性當家」 

李海峰可以說是繼陳玉傑之後的第二位女性國僑辦主任，2013 年 3月卸任

之後擔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在 23名副主席中排名第 11位，基本上排名

位於中間。而接替李海峰者為裘援平也是女性，成為第三位女性的國台辦主任。 

由於裘援平具有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博士學位，加上長期在中共中央

對外聯絡部工作，因此也長期從事國際關係的相關研究。其研究領域包括：國際

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中國外交政策和國際戰略、世界政黨政治和政治思潮等。

其中特別是在有關國際問題宏觀戰略和政策研究方面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也撰

寫了大量的專著和專題報告。包括「當代社會民主主義與第三條道路」等專書，

以及發表「以鄰為伴的戰略思考」、「國際安全問題與中國的新安全觀」等學術論

文。因此嚴格來說，裘援平具有學者的思維與特質。 

另一方面，裘援平長期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與中央外事辦公室服務，基

本上多屬於「政黨外交」的工作，與僑務工作雖有關聯，但並不直接。因此仍需

要一段調適期，才能完全進入狀況。 

 

四、國僑辦領導班子相當多元 

從目前國僑辦的領導班子可以發現，來源相當多元，1位主任與 6 位副手中，

裘援平來自於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與中央外事辦公室，屬於政黨外交體系。馬儒

                                                      
9
 李心月，「周永康被查，牽連令計劃，打破淺規則」，亞洲週刊，第 27 卷第 36 期，2013 年 9

月，頁 30-3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A4%E8%B0%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6%8B%89%E5%88%A9%E4%BA%8B%E4%BB%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A%9E%E5%85%AC%E5%8E%85%E8%AD%A6%E5%8D%AB%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A%9E%E5%85%AC%E5%8E%85%E8%AD%A6%E5%8D%AB%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A4%E8%B0%B7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9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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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長期在重慶市工作，主要是具有地方工作的經驗。何亞非則長期在外交部工

作，甚至曾經擔任過副部長與大使。江岩則在多個單位的組織部門工作，大部分

是在工業與企業單位。而包括任啟亮、譚天星與熊昌良，則是長期在國僑辦工作。

由此可見，目前國僑辦的領導班子中，7人中僅有 3人是長期在國僑辦工作，這

也可以使得國僑辦在決策過程中，能夠有不同的思路與多元角度。 

（一）何亞非成為外交部與國僑辦橋梁 

由於何亞非曾長期在外交部工作，目前在國僑辦擔任副主任，可以結合外交

與僑務的雙重工作經驗，並且整合兩個單位的力量，以避免彼此過度競爭下造成

資源分散。 

（二）譚天星成為明日之星 

此外，譚天星應該是未來國僑辦的明日之星，現年才 50 歲，與其他領導班

子成員大多 60 多歲相較，相當年輕。除了長期在國僑辦工作，分別在政策研究

司、經濟科技司（投訴協調司）、國外司（港澳臺司）等單位歷練過，也曾經外

派至駐美大使館，擔任副總領事。此外，也輪調至湖北省政府擔任副秘書長，以

接受地方政府工作的經歷。在經驗與歷練皆豐富，而年紀又輕的情況下，應該是

國僑辦積極培育的接班梯隊。 

 

肆、結論 

從中共十八大後可以發現，中共在僑務與統戰工作體系的人事，有了新的

變化，這代表習近平在僑務工作上展現了新的思維。當前，中共在對外關係方面，

面臨美國重返亞州與再平衡戰略的圍堵，加上與日本及周邊國家的領土爭議，使

得其大國外交面臨挑戰，這使得僑務工作的重要性增加。 

其次，大陸經濟面臨產業轉型與增長趨緩的問題，這使得吸引僑資與僑商

角色，也出現新的變化。 

第三，大陸海外僑民增加快速，促使中共僑務政策必須與時俱進，採取更

積極與多元的策略。 

第四，兩岸雖然從 2008 年馬總統執政之後進行外交休兵，但事實上在海外僑務

上卻仍呈現對立狀態。面對新時期的習近平對台政策，兩岸僑務是否能休兵，如

何休兵，也值得未來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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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和平發展下我國僑務推動之研究 

The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under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劉性仁*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自馬政府 2008 年上任後，兩岸關係大致維持和平發展的態勢，馬政府的外

交和平理念「活路外交」政策，也實際應用在我國國際地位與國際活動空間上，

雖然馬政府在外交上秉持與大陸當局實行「外交休兵」，因而維持我國二十三個

邦交國現況，但適逢兩岸當局在面對僑界生態的改變及國際大環境整體的變化

下，兩岸僑界仍有相當程度的競爭關係，使我國活路外交政策面臨考驗，僑務政

策備受檢討與精進。故在此情況，我國僑務政策的推動必須與時俱進，機動調整，

靈活變化，使僑民能夠增加對我國之向心力與認同感，進而發揮台灣的軟實力，

在此背景之下，產生本文之問題意識與個人的研究動機。 

本文研究目的乃係期盼我國能在兩岸和平發展的情況下，達成「以台灣為

主、對人民有利」之總體目標，找出合適且能因應變局之我國僑務政策，以因應

環境需要，進而發揮中華民國堅強的民主軟實力。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研究法，透過此研究方法，以達成本文之研究目的；本文

的寫作脈絡乃是先探討馬政府外交上的和平理念，進而觀察馬政府活路外交下與

大陸間的競合關係，這必須從扁政府時期的烽火外交到馬政府時期的活路外交做

一整體性討論，在如此外交情況下，探析我國當前的僑務政策，並發現及建議諸

多舉措，使有助於我國僑民之政治參與及僑務工作推動，進而激起對於我國僑民

對我國之向心力與認同感，強化我國各項僑務工作推動，使僑民能隨時與我國政

府保持密切及良好互動關係，以發揮台灣價值與善念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本文之研究限制並非在理論層面上的創新，而是在於政策層面上的具體建

議；本文更無法對於僑民進行深入訪談，在經費與時間亦都為本文之研究限制，

另外，在民國 101年政府機構整併及調整下，僑務工作亦須慢慢漸入軌道，種種

情形，在此便逐一說明。 

                                                      
*
本文由作者自負其責，若有不足之處，尚祈先進不吝指教，作者 mail: f6425@ms18.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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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價值，希望能夠透過從兩岸外交到僑務工作推動，至以實際制度

及建立制度的建議，進而影響僑民行為，透過研究發現，發現不在籍投票制度等

工作的具體落實，將俾使我國僑務工作的推動能夠更加順利，增進僑民對我國的

向心力與認同感，使我國外交及民主軟實力得以更加有發揮的空間，進而完成中

華民國對於國際社會所扮演之應有角色與使命。 

關鍵詞：華僑、僑務、和平發展、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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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g-Ren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inland China Studies and             

Dr. Sun Yat-sen’s thought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2008 to now, Ma government keeps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s relations. The peaceful concept of the policy about “workable diplomacy” 

applies to national situation and national active spaces. Although Ma government 

carries out ceasing diplomacy with PRC authority, overseas has very significant 

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refore, the policy of “workable 

diplomacy” faces very rigorous challenge.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plans to find out total developmental tactics in overseas 

and diplomacy. In addition, it can develop democratic soft power of ROC. This article 

takes research approach to strike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is mainly discussing about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under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OCAC can deal with the following matters: Planning and 

handling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ssistance and contact with overseas Chinese groups；Handling all projects related to 

overseas Chinese groups and overseas   Chinese youth; provide counseling and 

liaison services；Certification services and protection of rights for overseas Chinese；

Collecting and report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Handling of 

all cases related to overseas Chinese. 

The value of this article is finding out all kinds of systems can help the 

implementation of overseas, increase identities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develop 

democratic soft power of ROC. By discussing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hopes to provide 

solutions for ROC to play proper role and achieve national mission. 

 

Keywords: Overseas、Community Affairs、Peaceful Development、Cross-strait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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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華僑為革命之母，海外僑胞與台灣之發展密不可分，華僑是中華民國的重要

資產，亦是支持中華民國向前改革的動力來源。值此大環境對我國發展並不有利

的情況下，為了因應僑務挑戰與競爭，政府自當責無旁貸扛起責任與使命；因此

我國政府應掌握正確的主流價值及文明理念，加上優資服務的品質與快速的反

應，使能獲得僑胞認同與擁戴，進而影響國際間對中華民國的瞭解與支持。 

民主對我國來說是我們追求的夢想 1
 ，台灣這些年來最為成功的經驗便是我

們的民主，雖然在許多制度上仍有缺陷，但總體來說，台灣的民主經驗仍是值得

驕傲；這也是我國政府必須讓海外僑界理解及強化認同之處。 

從孫中山創建我國之時便與僑社產生密切的關係 2
 ，新馬華僑對於革命產生

很大的幫助 3
 ；歷經兩蔣時期由於漢賊不兩立，僑務工作的推動相對重要；民國

41年 10 月蔣中正總統在僑務會議上認為我國應當 1.發展華僑教育，闡揚民族文

化 2.加緊對朱毛奸匪的經濟制裁 3.團結全球僑胞，粉碎奸匪陰謀；4
 隨後蔣經國

先生更秉承其父僑務政策，但無奈此時期我國卻面臨到空前的考驗，僑界面臨巨

大的改變；等到李登輝及陳水扁時期，我國一直以來對於僑務工作都十分看重，

某種程度來說，當然與我國的外交處境有著密切的關係。 

到了馬英九總統在 2008年五二 O就職時，明確表達出僑務工作可以說是為

華僑服務的工作，兩岸在華僑社團、華僑經濟、華僑文教等方面，也將隨著新世

紀、新視野的形勢形成，由競爭走向合作。 
5
 

2013 年 8月 22 日僑務委員會陳士魁委員長表達有兩項需要加強：「服務和

溝通」。他期待「要真心的為國家為人民做什麼」。溝通不在於是否聯絡上，而是

效果如何。他表示僑教工作的核心是文化傳承和中文教育。教育要因地制宜，在

美國多與主流教育相結合，會有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僑教經費占僑務經費的一

半。僑教經費在減，也不能苦了孩子們，他建議僑胞們擅用一些企業的力量支持

僑教。 
6從陳僑務長的談話看來，我國僑務工作推動確實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

                                                      
1
朱浤源，〈從史蹟追尋孫中山民主革命之夢〉，《孫中山與海外華人論文集》，2010 年 5 月，頁 18。 

2高崇雲、高欣，〈孫中山與星馬僑社〉，《孫中山與海外華人論文集》，2010 年 5 月，頁 47。 

3顏清煌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台北市：聯經出版社，民國 71 年 5 月，頁 264。 
4
夏誠華，〈第一屆全球僑務會議始末〉，《孫中山與海外華人論文集》，2010 年 5 月，頁 76-77。 

5
文現深，〈兩岸關係新紀元〉，《天下雜誌》第 398 期，2008 年 6 月 4 日，頁 227-228。 

6
大紀元，〈僑委會委員長：僑務工作加強「服務和溝通」〉，載於《舊金山大紀元》，2013 年 8 月

23 日，2013 年 8 月 23 日下載，網址

http://sf.epochtimes.com/video/svb5-450c67bae72c4c6ca5409ee43a8d3531.html.%E5%83%91%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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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自馬政府 2008 年上任後，兩岸關係大致維持和平發展的態勢，馬政府的外

交和平理念「活路外交」政策，也實際應用在我國國際地位與國際活動空間上，

雖然馬政府在外交上秉持與大陸當局實行「外交休兵」，因而維持我國二十三個

邦交國現況，但適逢兩岸當局在面對僑界生態的改變及國際大環境整體的變化

下，兩岸僑界仍有相當程度的競爭關係，使我國活路外交政策面臨考驗，僑務政

策備受檢討與精進。故在此情況，我國僑務政策的推動必須與時俱進，機動調整，

靈活變化，使僑民能夠增加對我國之向心力與認同感，進而發揮台灣的軟實力，

在此背景之下，產生本文之問題意識與個人的研究動機。 

本文研究目的，乃係期盼我國能在兩岸和平發展的情況下，達成「以台灣為

主、對人民有利」之總體目標，找出合適且能因應變局之我國僑務政策，以因應

環境需要，進而發揮中華民國堅強的民主軟實力。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研究法，透過此研究方法以達成本文之研究目的；本文的

寫作脈絡乃是先探討馬政府外交上的和平理念，進而觀察馬政府活路外交下與大

陸間的競合關係，這必須從扁政府時期的烽火外交到馬政府時期的活路外交做一

整體性討論，在如此外交情況下，探析我國當前的僑務政策，並發現及建議諸多

舉措，使有助於我國僑民之政治參與及僑務工作推動，進而激起對於我國僑民對

我國之向心力與認同感，強化我國各項僑務工作推動，使僑民能隨時與我國政府

保持密切及良好互動關係，以發揮台灣價值與善念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本文之研究限制並非在理論層面上的創新，而是在於政策層面上的具體建

議；本文更無法對於僑民進行深入訪談，在經費與時間亦都為本文之研究限制，

另外，在民國 101年政府機構整併及調整下，僑務工作亦須慢慢漸入軌道，種種

情形，在此便逐一說明。 

本文的研究價值，希望能夠透過從兩岸外交到僑務工作推動，至以實際制度

及建立制度的建議，進而影響僑民行為，透過研究發現，發現不在籍投票制度等

工作的具體落實，將俾使我國僑務工作的推動能夠更加順利，增進僑民對我國的

向心力與認同感，使我國外交及民主軟實力得以更加有發揮的空間，進而完成中

華民國對於國際社會所扮演之應有角色與使命。 

 

                                                                                                                                                        
%A7%94%E6%9C%83%E5%A7%94%E5%93%A1%E9%95%B7-%E5%83%91%E5%8B%99%E

5%B7%A5%E4%BD%9C%E5%8A%A0%E5%BC%B7%E3%80%8C%E6%9C%8D%E5%8B%99

%E5%92%8C%E6%BA%9D%E9%80%9A%E3%80%8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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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馬政府外交上的和平理念 

從馬英九先生、蕭萬長先生在 2008年 3 月 23日勝選後舉行國際記者會中指

出，唯有和平對等，才能化解兩岸僵局。7 馬英九總統強調和平協議會談沒有時

間表，談判前他會要求對岸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當中共當局急於突破現狀而不

斷促統時，馬政府必須要備妥多項方案，以此為因應之道。馬英九先生強調，要

跟中國大陸改善關係，有很多問題要先解決，包括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等，這些

問題的重要性不亞於官員訪問大陸。他也強調，兩岸在「一中各表」下可擱置主

權爭議，雙方就經濟與和平議題展開談判，已經不是要不要，而是何時、如何進

行。 

馬英九總統認為中國大陸對台灣是威脅也是機會，身為台灣的領導人，應該

將威脅降到最小，把機會提到最大，他會以開放的態度面對對岸，上任後與對岸

協商的重點，是經濟正常化、和平協議與討論台灣國際空間。他強調，執政後他

將繼續推進兩岸經貿發展，未來會著重創造自由及便利的兩岸環境，同時擴大內

需及改善就業；至於台灣國際地位的問題，馬英九表示，台灣無選擇，必須要與

大陸討論。 

馬英九總統也表達「連胡公報」是兩岸協商的一個重要基礎，兩岸可以把「連

胡公報」爲起點進行協商。8 兩岸真正的和平是從內心開始的。大家很關心兩岸

關係，國共平台還在，但未來談判的主軸是在政府，屬於政黨的事務讓他們去互

動，我們都樂觀其成。「連胡公報」是一個基礎，很重要，「連胡公報」可以做

爲兩岸談判的起點，因爲現在我們跟中共之間，相互的作法到現在爲止，都還是

在「連胡公報」的框架底下，所以連胡會確實是歷史性的，連戰主席對於兩岸關

係及台灣人民都做出滿大的貢獻。 

故關於馬英九總統在兩岸關係中和平理念重要談話，筆者歸納馬英九總統對

和平理念重點表述，可以歸納為七點內容 9： 

〈一〉、唯有和平對等，才能化解兩岸僵局：兩岸要和平發展，必須建立在善意

和平對等的基礎上，方有開展與破冰的空間。〈二〉、和平協議會談沒有時間表：

兩岸要訂定和平協定至今仍有不少困難，這些困難需要慢慢的克服與談判，透過

兩岸一次又一次的談判，和平協定方有簽署的可能。〈三〉、在「一中各表」的

                                                      
7
 馬英九、 蕭萬長先生在 2008 年 3 月 23 日在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等人陪同下，於台北市青少

年育樂中心舉行國際記者會，近百位外籍記者參加，馬英九全程以英語回答外國媒體提問。 
8
 連戰與胡錦濤在 2005 年 4 月 29 日曾達成五項願景共識，包括：1.一中各表，以「九二共識」

為基礎，恢復協商 2.雙方協商出和平協議，包括軍事互信機制 3.雙方協商共同市場，經貿正常

化 4.雙方探討國際空間問題 5.要建立兩黨交流平台，參見「連胡五項願景共識」，《中國國民黨

全球資訊網》，2005 年 4 月 30 日，2012 年 1 月 13 日下載，網址 

http://www.kmt.org.tw/hc.aspx?id=14&aid=4812。 

 
9
 劉性仁，〈馬英九總統兩岸政策之探討與展望〉，《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12 期，民國 101 年

12 月，頁 81-82。 

http://www.kmt.org.tw/hc.aspx?id=14&aid=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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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下擱置主權爭議，雙方就經濟與和平議題展開談判。〈四〉、未來兩岸協商

溝通由黨與黨之間的聯繫，轉變為推動更多兩岸之間的官方溝通渠道。〈五〉、

「連胡公報」是兩岸協商的一個重要基礎，兩岸可以「連胡公報」為起點進行協

商。〈六〉、雙方互不否認，做為終止兩岸敵對狀態的開始：馬英九務實的提出

雙方互不否認主張，並且花了相當大的心力來論述，只有雙方互不否認，兩岸敵

對狀態方能終止。〈七〉、兩岸和平，外交休兵，與「不統、不獨、不武」。上述

這些說法，都顯示台灣方面想要達成兩岸和平的理念，馬政府是渴望和平的。 

而上述七點內容，便是馬英九總統對於和平理念的闡述。2012年馬吳勝選，

其重要的關鍵還是最能保持及維護兩岸關係之和平與安定，因而贏得大選，順利

連任。從 2012 年連任迄今，馬政府的外交一直都是處於穩定狀態，二十三個邦

交國並以活路外交為戰略目標，外交休兵為和平理念落實的具體戰術，省去兩岸

在外交競逐下所付出的龐大成本。 

根據和平理念，馬英九總統的兩岸政策，基本上也是延續和平理念的邏輯思

維所生，其重要的內容可以歸納為：1.中華民國憲法定位：中華民國「台灣地區」

與中華民國「大陸地區」之間的關係，即「一國兩區」〈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

區〉；2. 「主權」與「治權」：法理上「互不承認」對方是一個國家或政府，即

互不承認對方的主權；但事實上「互不否認」對方是一個統治當局，即互不否認

對方的治權；3.兩岸現狀：「不統、不獨、不武」。目前沒有統一的條件，沒有獨

立的法理，沒有用武的必要；4.兩岸外交休兵；5.十項保證；6. 「九二共識」；

7.國民黨大陸政策的延續等。 

這些彰顯和平理念的兩岸政策，維持了兩岸外交上表面的和平；此外， 在

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交往上，馬英九總統在與中國大陸善意和平發展的基礎上，持

續參與國際會議與出席不會製造兩岸及國際困擾的組織活動，增進與美、日、歐

盟等國家合作，其內容包括：1.獲邀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2.成為 WTO政

府採購協定(GPA)簽署方，創造九千六百億元台幣的企業商機；3.重建台灣與美

國之間互信，兩岸政策得到美方的肯定，並維持必要防禦性之軍售；4.提升台灣

與日本間的經貿及交流關係；5.增進與歐盟關係等。10種種舉措，其思維都是來

自確保我國在國際及兩岸中能夠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 

近來所熱議的馬習會面，主要也是落實兩岸和平發展，創造直接溝通對話的

機會，使兩岸能夠保持和平交流；更由於和平思想的運用，使我國的外交採取「尊

嚴、自主、務實與靈活」的作法，落實「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之原則，從

而改善兩岸關係，使雙方由共同利益出發，逐步擱置爭議創造雙贏，符合外交休

兵、活路外交，並尋求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活動空間，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

合，以運用我國各項軟實力，提升整體國家形象，落實和平發展理念，在外交策

略上，將發展對兩岸關係更為正面的和平策略。 

                                                      
10
 劉性仁，〈馬英九總統兩岸政策之探討與展望〉，《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12 期，民國 101 年

12 月，頁 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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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必須留意，兩岸所指的和平意涵是不盡相同的，台灣所指的是和平

發展而大陸所希望的是和平統一；台灣所堅信的和平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和平？

台灣自認及社會教育所告知之和平理念究竟是什麼？台灣從其他國家或地區所

學習到的和平？究竟只是表面上的和平？還是發自內心對於和平的呼喊及渴

望？反對戰爭是愛好和平的表現，但我們往往身陷在製造不和平的泥沼卻不自

知，無形中我們違背了我們堅信的和平信念。11
 

事實上，台灣所稱的和平是有訴求的對象，明顯是針對中國大陸而訴求，和

平是一個好東西，因為它緩解人們間的矛盾與衝突，它確保了區域及全球性的和

平，兩岸當然需要和平，但和平絕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需要靠努力及行為，和

平更不可能靠著和平協議的簽訂就能確保兩岸和平的狀態，和平需要靠兩岸高度

的自制、不刻意挑釁、說好話做好事、不是靠著軍備及軍演來體現兩岸和平，多

麼渴望在我們這一代，兩岸能夠真正得到和平，終結歷史的悲劇與無奈，求得永

續的和諧。 

目前兩岸和平狀態雖然維持，但兩岸之間並沒有達成真正的和平，無論在軍

備上或是兩岸外交相互對待上，互信的基礎始終不足，這就只是表面上的和平卻

沒有真正的和平，舉例來說，馬政府希望兩岸要和平發展，因此必須要建立在善

意和平對等的基礎上，方有開展與破冰的空間；但在實際上，兩岸卻無法建立和

平對待的基礎上，看看兩岸對於對方新聞的報導，自然便可窺知一二；又如兩岸

和平協議如果是好東西，理應促成將和平制度化及常態化，但雙方卻都設下許多

條件及障礙，致使和平協議困難重重，甚至破局幾乎已經可以確定。又如終止敵

對狀態，迄今為止連個譜都沒有，試問和平如何能夠運用在兩岸間？又如何對於

兩岸關係的發展能夠樂觀以待呢？因此落實兩岸真正和平價值的落實及道德的

一致性，恐怕才是未來必須努力的目標。 

故倘若兩岸在國際上仍繼續進行「你爭我奪」的外交角逐，那麼極有可能使

兩岸間不易建立的互信基礎破壞殆盡，更會使兩岸在僑界產生重大衝突；這是兩

岸所面對的挑戰，儘管我們充分瞭解兩岸和平的重要性，體會活路外交的意涵，

但我們不能只看見兩岸和平的一面，也必須注意兩岸競爭下的互動關係，從而瞭

解僑務工作推動的困難性與無奈性，僑務工作的推動與兩岸關係情勢發展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係。僑務工作的順暢與否和我國外交處境息息相關。 

參、活路外交下的兩岸競合關係 

一、扁政府烽火外交的兩岸關係停滯 

                                                      
11
 劉性仁，〈台灣所信仰的和平理念究竟是什麼〉，載於《中國評論新聞網》，2012 年 5 月 27 日，

2013 年 7 月 3 日下載，網址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1/1/9/2/102119249.html?coluid=137&kindid=4930&docid=

102119249&mdate=052700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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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在處理兩岸關係的策略，可以「以拖待變」的簡化概

念來加以分析，12
 陳水扁的執政過程其實就是在「不放棄台獨，不承認一中」

的前提下，遵行「台灣前途決議文」精神，接受中華民國體制，對台灣前途強調

「開放性思維」，加強爭取美國新政府支持，在兩岸關係上採取「靜觀待變，徐

圖發展」的拖延策略。而在實質上，這是一種「以拖待變」、「以拖拒統」、「以拖

趨獨」的策略，雖說這是一種消極、被動的策略，但其實寄望於大陸在政經發展

過程中出現內部紛亂，而最終讓台灣取得「法理」獨立的有利條件。 

由於扁政府消極、被動的兩岸外交策略，使得台灣在國際空間與外交上的空

間受到壓縮，獲得其他國家的同情諒解的情形相對減少、國際地位卻加速的邊緣

化。對此，馬英九、蕭萬長在其《外交政策白皮書》裡，指出四項原因，分別為
13： 

（一）外交外行：民進黨不尊重外交專業，不信任有多年歷練的職業外交官，只

以意識型態決定外交政策，以民粹作風操弄對外關係。 

（二）專搞衝撞：民進黨政府急躁、冒進、衝撞的外交政策，把各國對中華民國

原有的信任與善意消耗殆盡。 

（三） 政策多變：民進黨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為內政或選舉服務，刷爆台灣的

國際信用，也在所不惜。 

（四）死守教條：民進黨政府追求「法理台獨」，結果不但沒有改善台灣的國際

地位，反而讓台灣形象從「民主模範」與「經濟奇蹟」倒退成「麻煩製造者」。 

馬英九與蕭萬長先生，思考與提出新的論述方式，一方面與在台灣的中華民

國能保有一定的國際空間，另一方面能夠開啟兩岸關係新局。在這樣的前提下，

馬英九與蕭萬長提出「活路外交」的說法，更再三強調兩岸外交休兵的主張，故

突出「活路外交」的價值性與重要性。 

二、馬政府活路外交的兩岸關係競合 

回顧2008年4月8日，馬英九總統在「台灣向前行－請益之旅」，拜訪前外交

部長、前監察院長錢復，對於台灣的外交關係，馬英九表示，他的看法和錢復前

院長相同，要解決台灣的外交，必須從兩岸政策這個根本問題解決，大陸政策是

外交政策的上位政策，因為台灣的外交問題，大部分都是來自對岸，要解決台灣

的外交，要從根本解決問題。前外交部長錢復也表示，外交必須要為台灣創造商

機、便利民眾到世界各地旅遊貿易，新政府必須從實際的面向著手，不應該做一

些虛化外交14。 

                                                      
12
 「伺機行動」請詳閱何振盛、劉性仁，〈現階段兩岸關係中澳門角色的新定位〉，澳門科技大學

可持續發展研究所與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未來學研究所聯合主辦之《未來六十年之澳台關係與台

灣發展》研討會，2005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 
13
 關於民進黨製造外交新困境的原因，參見馬英九、蕭萬長《外交政策》中的第貳部分。 

14
 林麗玉，〈馬英九請益錢復 解決外交問題從兩岸著手〉，《中廣新聞網》，2008 年 4 月 8 日與

6 月 3 日，2013 年 7 月 11 日下載，網址

http://news.yam.com/bcc/politics/200804/20080408023053.html。 

http://news.yam.com/bcc/politics/200804/20080408023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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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之所以會提出「活路外交」的說法，由錢復與馬英九的對話即可

一窺端倪，亦即在建構兩岸良好互動關係的前提下，經由某種形式的諒解與默

契，提供台灣拓展國際空間的可能性。質言之，對台灣而言，兩岸交流復談的意

義不僅在於解決兩岸關係，更在解決台灣的外交問題。綜觀馬蕭「活路外交」的

內容有四項原則，分別如下： 

〈一〉、維護主權：我們要努力提升與無邦交國關係，設法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並於國際場合捍衛中華民國國旗、國號與國歌等代表主權的標幟。 

〈二〉、經濟實力：在全球化時代，外交與經濟密不可分，經濟活動可以幫助拓

展外交，外交可以維護經濟利益，我們必須善用經濟實力，拓展外交。 

〈三〉、彈性務實：參加國際組織，只要符合台灣的利益，名稱可以保持彈性。

換言之，以「中華民國」名義或「台灣」名義或其他利於加入的名稱，我們都不

排除。 

〈四〉、平等尊嚴：不管我們用什麼名稱參與國際活動，都要遵循平等互惠原則，

堅持台灣尊嚴。這四項原則，在馬蕭當選後，自然就成為重要的指導原則。 

持平而論，這四項原則是馬蕭新政府在認定大陸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上位政策

的前提下，必須終結民進黨時代虛耗的「烽火外交」，並在兼顧兩岸尊嚴與人民

利益的前提下，從兩岸共同利益出發，以「九二共識」為基礎，在互不否認的情

況下，與對岸展開務實協商，尋求彼此可以雙贏的平衡點，也就是「活路模式」。    

上述四項原則中，「維護主權」其實宣示的意義大於實質的意義，重要的在

於如何實踐「經濟實力」、「彈性務實」與「平等尊嚴」等原則。申言之，2008

年之前兩岸關係癥結處在於主權爭議，只有擱置主權爭議，兩岸的僵局才能化

解，唯有兩岸外交休兵，台灣的國際空間才有拓展的可能，台灣的外交才不會爆

發諸如巴紐案等受到外交掮客的勒索與成為邦交小國予取予求的搖錢樹。自始之

後，迄今為止，活路外交都成為馬政府對外方面的指導原則，而兩岸外交休兵則

是期盼維持的兩岸狀態。 

然而，迄今為止，兩岸的競爭卻不時出現，活路外交只是使我國外交不再惡

化，邦交國數字停留在二十三個，但卻無法解決我國外交的困境與改善兩岸在國

際上的角力，緩解兩岸在國際上的爭逐。兩岸關係本質性的矛盾，在於主權的矛

盾與治權分立，其爭執包括：15
 

1. 兩岸政治關係過於對抗與敵對，但民間經濟交流卻是頻繁且密切的交流。 

2. 兩岸官方欠缺直接對話的機制，亦無法透過中介機構建立起制度化的協商

途徑，光靠一軌溝通管道是無法達成直接對話的目的。 

3. 兩岸主權的宣示與實際的管轄權無法長期配合。 

4. 兩岸國家主權的認知不同。 

5. 兩岸意識形態的差距過大，中共仍受到封建意識型態的制約，而我國在馬

蕭執政後也慢慢跳出意識型態的制約。 

6. 「不武不獨」與「不獨不武」孰為因？孰為果？雙方認知不同。 

                                                      
15
 劉性仁，《兩岸關係：主權爭議何去何從？》，台北：時英出版社，2004 年，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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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兩岸對「一個中國」時序上的詮釋分歧。 

這些爭執，都是活路外交難以完全處理的難題，而「九二共識」的論述只能

使兩岸外交不繼續惡化；至於馬英九上台後所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主張，

其實與小布希上台之後，美國政府對於兩岸關係的基本政策相同。美國政府的

「一」、「二」、「三」政策就是「一中」、「雙軌」、「不戰、不統、不獨」，其中「不

戰、不統、不獨」的台海情勢最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當然，以台灣多數民意而

言，維持現狀也最符合台灣自身的利益，而「維持現狀」就是「不統、不獨、不

武」，與美國的利益似乎頗為一致。但是在台美中的三邊關係中，「不統、不獨、

不武」絕不符合中共領導當局的最大利益。亦即，在兩岸復談之前，中共為了創

造談判的條件，不得不策略性地擱置主權爭議，一旦復談之後，主權問題勢必成

為不可迴避的問題。就算馬英九配合著美國的政策方向，不願破壞「不統、不獨、

不武」的最高利益，但要化解中共逐步促統的壓力，恐非易事。 

活路外交在兩岸發展中具有衝突與合作的一面；我們探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時，也有不同面向層次的討論： 

第一種層次為兩岸「權力型和平」，即兩岸依靠力量(Power)制約而達致和平

局面，兩岸雖然存在著結構性矛盾，但在大國力量扮演折衝角色，使兩岸並未變

成激烈的衝突，而是得以保持一種和平的態勢，這種權力制衡可以是博弈理論的

應用，16也可以是在兩岸關係上的「大小政治實體模式」17。 

兩岸低度權力型和平在兩岸關係的歷史和實踐中一直存在，例如在 1979 年之

前兩岸武裝對峙下的和平，美國所採取的「兩面嚇阻及兩面保證 」(dual deterrence 

and dual reassurance)政策 18及台灣方面的「毒蠍戰略」(strategy of Scorpions)等。

這些「權力型和平」對於穩定、安全與和平，乃是基於政治領域的考慮；此外單

一的力量制衡下的消極和平，並不能必然保證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而且維持和

平的成本極高，在兩岸間造成不必要的內耗；從功能的角度來看，缺乏互信、互

利精神和資訊溝通的兩岸關係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或「安全困境」，造成一

種不穩定的政治均勢或政治僵局 19。 

第二種層次為兩岸「權利型和平」，即通過對兩岸關係的合理定位，確定各政

治主體的角色和權利（Right）範圍，從保護兩岸相關主體的權利出發，通過規

範、制度、契約或法律來制約相互的行為，保障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如簽訂兩

岸和平協議、構建法律機制、確立兩岸定位的制度安排等。這種「權利型和平」，

乃是一種制度式和平，它指出了兩岸權力的合法性界限，使得「權利型和平」不

至於變為純粹的政治權力與口頭上的競爭，而是兩岸關係制度化創新的結果。但

                                                      
16
 包宗和，《台海兩岸互動的理論與政策面向》，台北：三民書局，1990 年，頁 42-72。 

17
 吳玉山，《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載於包宗和、吴玉山主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

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頁 153-203。 
18
 Kenneth Lieberthal., Preventing a War Over Taiwan ,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Mar/Apr 2005. Vol. 

84, Iss. 2，p53。 
19
 趙春山，《建構跨世紀的兩岸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9 期，1999 年 9 月，頁 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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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型和平」，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實踐經驗來說，必然會經歷一個長期、複

雜的過程，困難度不可謂之不小。 

雖然兩岸雙方都希望能夠形成一些共同遵守的協議及規則來規範兩岸和平發

展，但由於兩岸在政治定位缺乏共識，故遲遲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既存的有關

兩岸關係規範的法律機制，也往往因為不被對方認可，故缺乏涵蓋對方的社會基

礎和社會支持，也缺乏對於對方的約束力，因此不能必然保證兩岸關係的和平發

展。因此，「權利型和平」需要靠「權力型和平」及「社會型和平」來支持方能

完整。 

第三種可以稱為「社會型和平」，即是在「權力型和平」及「權利型和平」的

基礎上，不僅僅限於政治領域，而全面考慮社會領域（Society）的力量，通過兩

岸社會的互動整合而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當前兩岸政治對立雖然漸趨緩和，但結

構性矛盾仍然存在，因此，在擱置爭議的情況下，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範圍擴

展到整個社會領域，重點放在解決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問題上，加強兩岸人民

的交流和社會資源的流通、整合，以奠定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透過兩岸社會力

量具有基礎性的制約和支持，通過社會力量的影響，借助於社會與政治的分工與

合作、溝通與協商等形式，逐步化解結構性矛盾，共同構築和平發展架構。 

「社會型和平」符合兩岸關係發展的實際需要，一方面符合兩岸社會與政治

互動的邏輯，展現兩岸現況；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以民為本，以兩岸人民福祉為依

歸，具有足夠的發展空間和廣泛性、持續性以及創造性。社會機制的優勢在於和

平與發展互為表裡並相互促進。 

因此，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平應該是全面的、發展的和平，透過「權力型

和平」、「權利型和平」及「社會型和平」，形成一種完全的和平發展體系。從三

者的關係來看，權利型和平為社會型和平提供制度性支持，權力型和平為社會型

和平提供效力保障，社會型和平為權力與權利型和平提供基礎性支持、要求和合

法性，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動力來源。故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共同促進以達成

兩岸關係的全面和平發展。 

值此在良好的和平發展下，我國的僑務方能展現具成效的一面，而不致於處

處受阻；我國的僑務政策成敗，與兩岸關係發展，形成一種互動密切的關係。 

 

肆、活路外交下我國僑務政策發展的現況與目標 

依僑委會的定義來看，一般所謂的華僑，指的是僑居在海外的國民而言；「華

人」即「華僑」加上歸化為外國國民的中國人；而華裔乃泛指在海外出生的中國

人後裔。華僑是「狹義的華人」，華裔是「廣義的華人」。華僑及華裔都是華人的

組成部份。基本上華僑與我國發展，舉凡中華民國建立、抗日、兩岸對立，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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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華僑與中華民國間的關係，在血緣上同源同宗、在經濟

上回國投資定居建設家鄉、在政治上與中華民國間的發展有著認同與參與、在文

化上老一輩的華僑因為受到中華文化的勳陶，但新一輩的華僑對中華文化的傳統

觀念日趨淡薄，甚至不懂得華文與華語 20；在此情況下，僑務工作推動勢將重要。 

我國政府重視海外僑胞，早在一九二六年，國民政府已設立僑務委員會，直

隸其下，統籌華僑事務；一九三二年改隸屬行政院迄今；至民國一 O 一年進行

機構調整。 

僑務政策之制訂，係依據憲法之「保護僑民權益」及「協助僑民發展」為基

本精神，並衡酌當前政經情勢發展、僑胞需求等，綜合制訂僑務施政目標與重點，

內容涵蓋「僑社聯繫服務」、「海外僑教工作」、「僑民經濟發展」、「海外資訊文宣」、

「僑生回國升學」、「資訊化服務措施」等等。基於政府施政有整體性，僑務政策

有其延續性與一貫性，僑民服務工作必須在既有基礎上整合海內外各種資源，持

續擴大服務層面，積極輔導僑胞融入僑居國主流社會，以增進僑胞福祉。因而在

施政作為上，凡是「熱愛台灣、認同中華民國」之海外僑團或個人，不分黨派、

族群、地域，均屬僑務委員會服務的對象。21
 

根據過去僑委會資料統計，我國在海外華人僑團數有逐步增加的趨勢，正因

為如此，使我們必須更加重視海外華僑的心聲，透過適時的管道與活動，使海外

華人僑團能與中華民國，產生一定程度的聯繫與維持緊密的關係。 

 

表一海外華人僑團數 

                                                                          單位：個 

年別 總 計 亞洲 美洲 歐洲 大洋洲 非洲 

民國 96 年底      

民國 97 年底      

民國 98 年底      

民國 99 年底      

民國 100 年底      
 

註：本表所列僑團數，不含港澳區。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網址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83&no=983&level=B。 

    

但值得注意的警訊是，每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人數在民國100年來自世界各

地歸國華僑從20669人到民國101年的6016人，人數少了許多，22固然是與經濟環

                                                      
20

 毛松年，〈現階段僑務政策概述〉，《社會學論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3 年 7 月，

頁 620。 
21

 張富美，〈僑務政策與僑民參政〉，《西班牙外交時代季刊》，2002 年 10 月 14 日，2013 年 8 月

11 日下載，網址 http://www.igadi.org/arquivo/te_se05/os_chineses_de_ultramar.pdf。 
22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2013 年 8 月 19 日下載，網址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83&no=983&level=B。 

http://www.igadi.org/arquivo/te_se05/os_chineses_de_ultrama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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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舉辦規模、場地安排、規畫籌備以及動員宣傳等因素有關，但海外回國參與

重大慶典人數減少，對於僑務工作的推動自然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關於我國僑務政策的探討，由於時代環境及兩岸氛圍的不同，僑務工作的重

點亦有不同。民國41年蔣中正總統於10月21日至30日召開第一次全球僑務會議，

會中對於僑務工作的具體指示為1.要發展華僑教育，闡揚民族文化2.加強對毛、

朱奸匪的經濟制裁3.要團結全球僑胞；23而在第一次全球僑務會議中通過「當前

僑務綱領」，成為當時僑務基本政策，其重點包括1.藉外交關係之改善，確保僑

胞權益2.促進僑胞團體間的合作，使有充分力量解決自身問題，發展其所經營事

業，加強反共抗俄行動；當時的僑務執行的原則為1.在當前國家的力量未能普遍

替僑胞解決一切困難的時候，僑胞要運用自身團結的力量，來從事救國與自救的

工作2.遵照蔣總統的指示擴大現有的基礎，結成一個組織，形成一個力量3.工作

重心在發展僑民教育，並確信無僑教即無僑務。故當時僑務重點乃是延續漢賊不

兩立的思維，在外交及僑務工作團結全球華人反共，確立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上

的正當性，強化兩岸漢賊不兩立的對立關係。 

民國52年至61年，當時對中華民國來說是十分不利的，國際局勢不利於我

國，兩岸勢力消長大，在僑界尤為明顯；當時的僑務政策以加強聯繫僑民，藉以

提供反共復國為目的，包括在全球各僑居地普遍設置聯絡通訊網及改進僑團組織

形態及活動方式，密切聯繫僑團工作人員，並加強海外視導工作，以健全僑團組

織，策進僑民反共愛國活動24。 

民國61年10月21日，蔣中正總統在華僑節告海外僑胞書中指出：「華僑與祖

國休戚相關、榮辱一體，華僑需要祖國的照顧，祖國需要華僑的支持，‧‧‧我

們深信以海外華僑的力量，匯合復興基地軍民的力量，與大陸同胞的反共力量，

協同一致，勇往邁前，必能早日完成光復大陸的任務」25；民國68年1月1日美國

與中華民國斷交而與中共建交，當時在台北召開「全球華僑團結反共會議」通過

「全球華僑團結反共行動綱領」其主要重點仍是結合僑居地反共力量，維繫自由

民主的生活方式及揭開中共統戰伎倆，促進中共放棄共產制度」26；同月18日蔣

經國總統對僑委會提出工作指示：「我們中華民國反共復國的力量來自三方面，

第一是大陸上反共同胞，第二是全世界的華僑，第三就是反共復國基地台澎金馬

的群體軍民。三者在地域上雖有不同，但都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都熱愛祖國，

熱愛中華文化，一定要聯合起來推翻共產暴政」27；從當時的氣氛來看，反共仍

是主要的任務，然而情勢對我國卻越來越不利。 

民國73年3月，毛松年委員長在立法院僑政委員會進行僑務工作報告時提

                                                      
23

 夏誠華，〈從競爭走向合作─台灣海峽兩岸政府僑務工作之轉變〉，載於《新時代新視野海外華

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父紀念館，2009 年 1 月 3 日至 4 日，頁 9-10。 
24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華僑志‧總志》，台北市：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78 年 1 月，頁 177-180。 
25

 曾廣順，《僑務委員會組織與職掌概況簡報》，台北市：僑務委員會，1987 年 9 月 22 日，頁

29-30。 
26

 僑務委員會編，《僑務五十年》，台北市：僑務委員會，1982 年 4 月，頁 557-559。 
27

 華僑通訊社編，《蔣總統經國先生對華僑言論輯要》，台北市：華僑通訊社，1983 年，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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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輔導發展僑團組織、增進區域性僑團聯誼功能、發揚民族意識、支持政府

加速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任務」28。 

民國76年，我國開放大陸探親及推動兩岸民間交流，再加上當時的反對黨民

主進步黨對於政府大陸政策持有不同意見，使得僑委會之存廢與華僑定位和其參

政權產生爭議；台灣內部使海外華僑無所適從，僑界產生鬆動跡象；另一方面旅

美僑團在一些具有特殊意識形態者的領導下，影響僑社的和諧與團結，更有僑團

呼應民主進步黨的主張在美國推動以台灣名義進入聯合國。29此時我國的僑界慢

慢產生變化。 

民國82年10月，李登輝總統在僑務委員會全體委員中提到：「海峽兩岸的人

民都是骨肉同胞，‧‧‧彼此應當像兄弟一樣相互扶持，共同合作，才能營造有

利於和平統一的契機，提升中華民族在國際上的地位」；在83年僑務委員會全體

委員會議中，李登輝特別強調「政府反共、反台獨及統一中國的堅定立場和決心，

絕對沒有任何的改變」30；民國84年10月李登輝總統接見全體僑務委員時提出「經

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使台灣僑團開始與僑委會來往，但中共也開始懷疑中

華民國政府傾向台獨立場。31
 

民國87年9月23日，僑委會長焦仁和在立法院第三屆第六會期外交及僑政委

員會第三次全體會員會議中答覆立委質詢表示「今日的僑務工作一方面是要服務

華僑；二方面是從事對敵鬥爭的工作」32；民國91年1月29日外交部及僑委會在

台北成立「全僑民主和平聯盟」(全盟)，標榜要和平，用民主當武器，與中共打

對台33；同年11月8日至10日在華府舉行第一次全球大會，發表五點共同聲明，

希望僑界能團結一致、弘揚民主、追求和平，呼籲國內各政黨同心協力爭取國際

社會的肯定和支持，並要求中共立即撤除對台灣威脅的飛彈，並且加速民主化，

共創兩岸雙贏，促進亞太和平。34
 

從民進黨民國89年執政期間，僑務工作的重點如下：35
 

一、加強僑社聯繫服務，促進團結和諧，統合全球僑胞力量，以民主、和平普世

價值，促進兩岸穩定互動關係，鞏固國家安全。 

二、強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功能，推動僑務志工制度，鼓勵僑民參與社區關懷及

公共事務，融入主流社會，共謀僑社永續發展。 

                                                      
28

 《立法院公報》第 73 卷第 29 期院會記錄，1984 年 4 月 11 日，頁 79-82。 
29

 夏誠華，〈從競爭走向合作─台灣海峽兩岸政府僑務工作之轉變〉，載於《新時代新視野海外華

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父紀念館，2009 年 1 月 3 日至 4 日，頁 19。 
30

 僑務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僑務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實錄》，台北市：僑務委員會，

1994 年，頁 30。 
31

 僑務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僑務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實錄》，台北市：僑務委員會，

1995 年，頁 25。 
32

 《立法院公報》第 87 卷第 35 期院會記錄，1998 年 10 月 3 日，頁 60。 
33

 《立法院公報》第 90 卷第 56 期院會記錄，2001 年 11 月 21 日，頁 265。 
34

 《宏觀週報》第 418 期，2002 年 11 月 14 日，版 5。 
35

 張富美，〈僑務政策與僑民參政〉，《西班牙外交時代季刊》，2002 年 10 月 14 日，2013 年 8 月

11 日下載，網址 http://www.igadi.org/arquivo/te_se05/os_chineses_de_ultramar.pdf。 

http://www.igadi.org/arquivo/te_se05/os_chineses_de_ultrama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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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振興海外華文教育，完善華文師資培訓體系；建構華僑文教數位知識系統，

擴大「全球華文網路教育中心」；輔助海外華文媒體；支援僑社結合主流藝文體

育活動；輔導海外青年回國研習；擴大函授學校招生層面，協助僑民學習新知。 

四、因應國家發展需要及國際經貿情勢變遷，厚植僑營企業經濟力量，鼓勵華僑

回國投資，加強聯繫全球僑商及僑商團體，深耕台灣，布局全球。 

五、鼓勵華僑子弟回國升學，推動海外青年技職教育，加強在學僑生輔導照顧，

強化畢業僑生聯繫輔導工作。 

六、強化推動海外文宣工作，擴大宣導效果；提昇宏觀電視、宏觀周報、宏觀電

子報內涵及運用網路科技，宣揚台灣經驗，凝聚海內外共識。 

這時的傳統僑團慢慢倒向中共，而台灣僑團則傾向台獨，此時對中華民國甚

為不利；等到民國97年，國民黨馬英九重新執政，馬英九總統在民國97年7月28

日致第34屆歐洲華僑聯誼會賀詞中指出：「目前台灣最急迫的任務是勇敢迎接全

球化帶來的挑戰，東西德統一前『一個德國，兩個國家』模式雖不適用台海兩岸，

但東西德謀求雙邊和平共存之道，確實值得台海兩岸借鏡」36；同年8月29日僑

委會吳英毅委員長在溫哥華之「台加文化協會」舉行座談時承認這幾年來僑社面

臨巨變，許多老僑紛紛轉向中共，故提出僑務休兵，希望兩岸僑社不要互扯後腿，

大家求同存異；此外我國也可以理解海外僑胞有時候基於商業考量，遊走在兩岸

之間，但某些政治敏感性活動中一定要顧及我國對等尊嚴原則，他相信中華民國

台灣是僑界最大公約數37。 

自此之後，我國面對各式各樣僑務工作的挑戰，面對不同的事件，馬政府亦

有相因應的處理；民國100年11月14日由總統公布之僑務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中

明確規範僑委會所掌理之事項，包括：一、僑民教育與經濟事務之規劃、辦理、

輔導及聯繫。二、僑團、僑社、僑生與海外華裔青年事務之規劃、辦理、輔導及

聯繫。三、僑民權益之維護及身分證明之核發。四、僑務資訊之蒐集及僑情之報

導。五、其他有關僑務工作事項。38
 

而根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說明〉中提到，面對全

球化趨勢，政府組織必須更為精簡、更具彈性，才能迅速回應各種挑戰。行政院

刻正推動組織改造，重新檢討修訂行政院組織法，適度整併政府組織，以增進行

政效能。就部會數量而言，行政院計畫將現有 37 個部會精簡為 29 個部會，惟

現行基準法規範行政院最多只能設立 13 部、4 委員會、5 個相當中央二級之獨

立機關，爰有必要連動配套修正基準法部分條文，以因應國家未來發展之需，提

升政府施政效能與國家競爭力。39
 

                                                      
36

 《中國時報》，2008 年 7 月 28 日，版 A10。 
37

 《宏觀週報》第 715 期，2008 年 9 月 3 日，版 5。 
38

 行政院組織改造，關於組改法案與配套部分，2013 年 8 月 27 日下載，網址

http://www.rdec.gov.tw/content.asp?mp=14&CuItem=4537103。 

39
 關於說明部分參見民國 98 年 4 月由行政院研考會所擬之說明，2013 年 8 月 26 日下載，網址

http://www.rdec.gov.tw/public/Data/9561035871.pdf。 

http://www.rdec.gov.tw/public/Data/95610358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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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組織法》在民國 99年 2月 3日修正公布，行政院從 37 個部會減為

29個部會，成為 14 部、8會、3獨立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行（中央銀行）、1院（故宮博物院）、2總處（主計總

處、人事行政總處），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截至民國 102 年 8 月止已

按新機關組織架構啟動的包括外交部、文化部、法務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平交易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客家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中央銀行、故宮博物院、財政部、

教育部、國防部、衛生福利部等 17 個部會；40故僑務委員會已經開始按照新的

組織開始啟動。 

根據《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草案》中第二條規定原機關應依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條文及業務職掌檢討，予以精簡、

整併、改隸、改制、裁撤或業務調整移撥其他機關。依前項規定設立之各部、委

員會及所屬各級行政機關（以下簡稱新機關）之組織法規，未修正或制（訂）定

者，應訂定新機關暫行組織規程及編制表，不適用原機關組織法規。41
 

隨著政府改造及環境變化，僑委會已於民國 101 年 9月 1日施行其新的組織

法，並於 10 月 3 日停止其設置要點的適用，而主要為因應我國在行政機構精簡

與整併下，僑委會職權進行調整，有部分職權劃歸於內政及國土安全部 42，整併

後的僑委會，將主要負責僑教及僑社、僑商、僑民之服務。43因此僑委會在新的

組織法下，應當展現新氣象，做出一番成績。 

伍、結語：兩岸關係發展下的我國僑務建議 

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困境是全體國民所眾所週知的事實，特別是在許多外交

及國際活動空間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對於我國外交都採取不時打壓方式，企

圖消滅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情況，而企圖未來達成和平統一；在

此外交對我國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僑務工作的推動自然有其難度。 

我國在外交上雖面臨各式各樣的挑戰，不時出現有邦交國產生變化的情況，

故我國便要透過華僑在僑居地進行遊說及不時表達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使

我國產生信心與力量；然而不幸的是，華僑原屬宗親、鄉親及血緣關係而凝聚的

                                                      
40

 〈組改 10 部會組織法尚未通過〉，《中時電子報》，2013 年 8 月 21 日，2013 年 8 月 22 日下載，

網址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8111173.shtml。 

41
 關於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草案，2013 年 8 月 26 日下載，網址

http://www.rdec.gov.tw/public/Data/94289523071.pdf。 

42
 原先諸如入出國及移民作業則由內政及國土安全部負責。 

43
 新行政院組織架構區塊業務一覽表，2013 年 8 月 27 日下載，網址

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4197542&ctNode=11593&mp=14。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81111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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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團卻必須面對兩岸當局的表態，故可能會形成僑界的分裂與路線的歧異，而成

為各有擁護者的情形。 

雖然兩岸關係目前尚處於和平發展情況，但雙方在外交與僑界的角力卻不時

發生，故筆者對於我國僑務有以下的建議： 

一、推動海外僑胞不在籍投票以強化對我國之參與和認同 

不在籍投票制度設計的初衷，可說是保障公民基本參政權利之落實，凡屬公

民都應該享有選舉權，但礙於部份人因在境外而無法投票，或許是華僑，或許是

各地台商、台生及旅遊者，故希望能夠確保這些無法投票之公民者基本選舉權，

使有其制度的規劃與設計。  

從我國目前實務的情況出發，根據 2004 年總統選舉，選舉當日參與選務的

工作人員多達 18 萬人，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三條賦予投票所工作人

員，得在戶籍地或工作地之投票所投票，已具移轉投票的精神。然因規定在工作

地之投票所投票者，僅以戶籍地及工作地在同一直轄市、縣(市) 為限，實際上

絕大多數選務工作人員並不符合此要件，因此實施對象大為限縮，與世界其他實

施移轉投票國家經驗尚有差距，惟縱使目前我國針對選務工作人員所實施之移轉

投票，雖不完整，但對我國推動不在籍投票而言卻是寶貴的經驗。 

就 2013 年國民黨主席之政黨內部選舉來看，國民黨在 5 月 29 日第 18 屆中

央常務委員會第 170 次會議通過《102年中國國民黨主席選舉海外地區黨員投票

實施要點》規範，明確規定海外人士對於黨主席選舉之各項適用情況，投票方式，

將採取通訊投票，亦即為不在籍投票之其中一種，一來確保選舉人的投票權利使

其能夠充分行使基本權利；一來也能夠強化海外黨員對於國民黨的向心力，進而

鞏固對於中華民國認同及對於台灣選舉的重視與信任；44除此之外，亦可充分反

映海外黨員的心聲，以作為國民黨整體決策的參考。 

至於政府，若採行不在籍投票，其適用對象應可包括：1、居住在中華民國

自由地區以內之公民，包括軍人、警察、擔任選務工作者、在監服刑之受刑人或

交付羈押者，以及在戶籍地以外工作或求學者等五種；2、居住在自由地區以外

之公民，包括在海外或大陸地區經商、工作、求學、居住之我國公民。這些對象

都是中華民國公民，故應享有選舉權利。從行政院版認為以循序漸進的方式由移

轉投票開始推動不在籍投票，應是穩健可行的作法。 

 

表二行政院版不在籍投票方案 

項目 方案 

採行方式 移轉投票 

適用對象 不在戶籍地的選舉人 

預估人數 初估134萬人(選務人員、軍警、台商) 

                                                      
44

 劉性仁，〈從政黨內部選舉看海外人士通訊投票〉，載於《ETToday》新聞網，2013 年 6 月 11

日，2013 年 7 月 15 日下載，網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611/221037.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611/2210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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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範圍 臺、澎、金、馬 

適用選舉 全國性公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申請流程 填寫申請書，郵寄或送達至當地的戶政機關申請 

資料來源：中央社，〈不在籍內政部研議移轉投票〉，2013年3月10日，網址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303100029-1.aspx。 

 

不在籍投票所涉及的制度因素，包含行政中立化與否、選民信任度、選務行

政能力、社會需求性及改變選舉結果的可能性等，相信只要人民基本權利能夠得

到落實，這些因素都是可以克服的。 

僑委會這些年來在推動及鼓勵僑民返台投票不遺餘力，它使海外僑民不致產

生疏離感，而能激發海外僑民對於台灣內部發展關心的熱情，在僑委會核心目標

「促進僑社的和諧，不分藍綠、黨派、地域、族群，加強溝通，力求達到構築台

灣成為僑胞永遠的家」的指導下，凝聚僑心、擴增友台力量、健全僑教發展及提

升全球華文教學、厚植僑商實力、協助台灣經濟發展、鼓勵僑生回國升學、加強

輔導畢業僑生、運用宏觀媒體通路、擴大海外文宣效益等措施的實施下，作法便

是相當重要的工作。45
 

不在籍投票不僅可以達成僑委會的僑務政策目標，透過不在籍投票，國外僑

民可以增加對我國政治參與的興趣，也可以增加僑民對我國的認同、凝聚國外僑

社的向心力甚至維護了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參政權。採行不在籍投票，必須秉持先

易後難，從最少爭議做起，建議可從國內之移轉投票做起，而後將範圍擴大，最

後能夠達成通訊投票，以達成各項目的。因此唯有落實不在籍投票，並朝向全國

性議題及公投發展，並擴大對象適用，使台灣能夠早日與世界各先進國家接軌，

彰顯台灣民主軟實力，更落實了台灣真正民主發展，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更重要

的是，透過不在籍投票制度落實，強化僑民對我國之參與和認同，進而順利推動

我國僑務工作。 

二、加強聯繫海外僑民與服務 

無論台灣環境為何，政府都應加強與海外僑團、僑胞之溝通聯繫與服務工

作，並適時邀請僑領來台訪問，增進僑民們對當前我國國家政策及社會現況之瞭

解，同時並輔助僑社培植社團幹部，解決僑社的傳承問題，並有效對於僑社所面

臨的問題提供協助。 

三、加強宣揚台灣軟實力及中華文化 

台灣的軟實力隨著僑社的示微及宣傳力的不夠，使得許多優秀的台灣價值都

無法在得到有效的發揮；再加上大陸當局對於孔子書院的普及不遺餘力，使彰顯

台灣中華價值的台灣書院相形失色，故未來政府應加強宣揚台灣軟實力及中華文

化，讓台灣成為民主、自由、人權及保留中華文化的堡壘。 

四、運用可利用的資源與結合可結合之團體 

                                                      
45

 劉性仁，〈促使僑民參與投票，直接展現台灣民主〉，載於《ETToday》新聞網，2013 年 5 月

12 日，2013 年 7 月 16 日下載，網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512/206137.htm。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303100029-1.aspx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512/2061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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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財務拮据故資源需花在刀口上，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可運用的資源應互相

結合，另在僑胞眾多地區的駐外館處與駐外單位將結合有限之資源，透過舉辦聯

誼文藝活動團結全僑力量，促進社區互助合作，提昇華人國際地位；並充分利用

與結合各種對我友善團體，使能發揮加乘效果。 

五、確保僑民權益，鼓勵華僑回台參政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政治參

與，應予保障，故保障海外華僑參政權之重要性。憲法對華僑參政權之保障，其

原因不但因為海外僑民是僑居國外之國民，亦為中華民國國民，理應享有參政

權，且因為僑胞在母國遭受危難時給予人力、物力之支援，對國家之貢獻極為卓

著。海外僑胞目前亦熱烈推動「國民外交」，響應政府「活路外交」政策，拓展

「第二軌道」，促使台灣經由非正式外交途徑重返國際社會，並協助政府拓展海

外經貿，加速台灣經濟國際化；因此保障海外僑民參政權實為肯定及感謝海外僑

胞對國家之貢獻。至於僑胞行使選舉權之方式，除應相關法律規範外，並且政府

應儘速研議便於海外僑民回台行使選舉權規範，使華僑能夠早日融入我國，進而

產生認同感。 

六、加強僑民教育，有效落實僑務政策 

我國政府應加強擴大招收海外華裔子弟來台升學，加強輔導海內外僑校及僑

生，全面推廣中華文化教育，加強僑務服務的現代化與貼心化，並結合海內外教

育資源，擴大師資培育，發展教材與數位化，推廣台灣文化教育，舉辦各項僑社

藝文活動，輔助與補助海外媒體以及強化海外文宣力量等，以有效落實我國各項

僑務政策。 

因此，對於僑務除了應該保持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積極爭取國外友我勢力

外，推動海外僑胞不在籍投票以強化對我國之參與和認同、加強聯繫海外僑民與

服務、加強宣揚台灣軟實力及中華文化、運用可利用的資源與結合可結合之團體

及確保僑民權益、鼓勵華僑回台參政及加強僑民教育，有效落實僑務政策等，都

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總之，從馬政府外交上的和平理念到活路外交下的兩岸競合關係，可以看出

對於僑務產生深遠的影響；從我國活路外交下僑務政策發展的現況與目標來看，

現階段的僑務政策確實有可以加強及努力的地方；特別是僑委會已於民國101年9

月1日施行其新的組織法，產生新氣象後，自當有一番新作為。 

華僑為革命之母，海外僑胞與台灣之發展密不可分，是中華民國的重要資

產，亦是支持中華民國向前改革的動力來源。值此大環境對我國並不有利的情況

下，因應僑務挑戰與競爭，自當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與使命；故我國應掌握正

確的主流價值及文明理念，加上優資服務的品質與快速的反應，使能獲得僑胞認

同與擁戴，亦將影響國際間對中華民國的瞭解與支持。  

僑務工作千絲百縷，推動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有鑑於政府機構整併後，僑務

委員會在僑胞與國家發展仍扮演密切關係及關鍵性的橋樑角色，充分發揮服務僑

胞的功能，故應盡量爭取海外廣大華人的認同與信賴，而僑務工作也應秉持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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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延續性推動外，也應順應時代新趨勢及全球化新思維，輔以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使僑胞能夠享受到高效能及高品質的服務，才不負歷史責任及使命。  

海外華僑是我國推動民主化與和平化的重要力量，如何促使我國海外僑團僑

社團結，進而成為助我國海外發展的力量及據點，將是未來僑委會及相關單位所

必須思考的方向；同時，隨時留意僑界生態變化及化解危機、適時處理，也是我

國未來僑務工作的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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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海外華僑華人文化的建構 

--以華僑志書編纂、移民史書寫與人物訪問記錄為中心 

Globalization and Establishing Culture of Chinese Diaspora 

湯熙勇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 

  在全球化下，跨國移民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趨勢。分佈於世界各國的華僑華

人，正足以說明中國無法自外於全球化的影響。跨國移民本身，即充滿了其族群

文化的特色，海外華僑華人是代表中華文化的典型例子。本文探討海外華僑華人

理應溶入當地的社會文化，亦應思考保存中華文化的特點，在方法上，建議推動

編纂華僑志書、移民書寫自己的歷史﹙如阿根廷臺灣人移民史﹚、移民人物訪問

記錄等。 

關鍵詞：全球化、跨國移民、海外華僑華人、臺灣移民、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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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has becom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world. Chinese diaspora around the world is sufficient to explain that China 

could not escape from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 migrants are full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ethnic culture. Chinese diaspora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Chinese culture.This article explores Chinese diaspora not only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local society, but should also think about to preser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The case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Argentina, who have written 

their immigration history, is worth consi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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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趨勢，各國無法逃避來自

「全球化」的影響，包括正面的及負面的、喜歡的或不喜歡的。法國經濟學者安

德烈．傅頌（Andre FourÇ ans）在《這就是你面對的全球化》書中載述，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為維護本國產業的發展，開放移民已經成為相當重要的方法。2006

年，全球之移民人數，估計約占全球總人口的 3%，即約一億七千五百萬餘人。

移民以移入美國及德國等國家為主，多元種族社會的發展趨勢已經形成1，臺灣

與中國大陸人民都得面對全球化潮流所帶來交流及因而滋生的一些問題。2
 

以離散﹙Diaspora﹚討論跨國移民的內涵與特性，已經早為學術界所熟稔。

Diaspora出自希臘文，其意涵是多層次的，惟移民的文化則為核心議題之一。3不

可否認的，跨國移民本身，即充滿了其族群文化的特色。19 世紀中期以後，因

為華僑華人的移動，直接間接促使中國與世界的交流，西方白人社會雖然有歧視

性的動作，對華僑華人的勤奮與認真的特質，仍持肯定與讚許的態度。4華僑華

人生活在西方國家，雖然無法避免來自居住地社會文化的影響，卻也將如儒家所

傳遞的普遍人性及道德價值帶入居住地。5同時，在居住地空間內，再現華僑華

人原鄉之建築外貌，也是將中華文化展現於異地的方法。6此外，華僑華人從原

鄉攜帶出去的文物展現於異地空間，其類型包括生產工具、生活用具或照片等，

也是中華文化的一種外移。7美籍學者孔腓力（Philip A. Kuhn）所說，華僑華人

移民形成了幾個有價值的特點，其一即是華僑華人在海外各地維持中華文化，華

                                                      
1安德烈・傅頌(André Fourçans)著、武忠森譯，《這就是你面對的全球化（LA MONIDIALISATION, 

RACONTEE Á  MA FILLE）》﹙臺北：博雅書屋，2007 年﹚。   
2吳惠林，〈認清「人力無國界」的潮流〉，《台灣勞工》16 期，2008 年，頁 74-81。   
3
Braziel, Jana Evans and Anita Mannur, “Nation, MigrationGlobalization: Points of Contention in 

Diaspora Studies,’ in Theorizing Diaspora: A Reader. Jana Evans and Anita Mannur, eds. pp.1-22.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4
Jing Tsu, “Coolies International: Slavery, Mi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paper in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vel, Displacement and Exile in Ming-Qing Literature,’ Academia Sinica, 2011, 

pp.1-39.  
5顔清湟，《穿行在東西文化之間：一位海外華人學者兼社會活動家的回憶錄》，﹙香港:香港社會

科學出版社，2008 年﹚。Jiang Xinyan﹙姜新豔﹚,，‘Confucian Universalism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Experience’，《漢學研究》 31 卷 2 期，2013 年 6 月，頁 85-115。  
6如臺灣彰化人移巴西，將臺灣農村建築再現於巴西的空間。湯熙勇，2009，〈從臺灣到巴西：

以彰化移民與巴西聖保羅「六家莊」的建立為中心（1963-1972）〉，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

學會、國父紀念館編，《孫中山與海外華人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國父紀念館﹚，頁 208-228。  
7基於對海外華僑華人之文物重要性之認識，筆者過去在擔任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理事長

時，為推動學術界重視海外華僑華人之文物的意涵研究及維護工作，在僑務委員會的支持下，

2008 年 12 月，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會議室主辦「海外華人之文化變遷與文物

維護國際學術研討會」。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及海華文教基金會等主辦，

「海外華人之文化變遷與文物維護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12 月 13-14 日，於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有 19 篇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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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學校是教授與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據點8，而支持華僑學校設立與運作的基礎

和力量，與華僑華人社會有關，如 1897 年橫濱大同學校等之設立與在日本的華

僑華人對中華文化延續之認知具有密切關係。9
  

記錄華僑華人的歷史，以華僑志書、移民史與人物訪問等為主要的三種型

式。志書的書寫，為我國重要的文化內涵，也是我國歷史文化傳承的文化活動。

華僑志是瞭解華僑華人的百科全書，也是志書的一種類型，以記載海外華僑華人

跨國移動及其奮鬥之歷程為主，不僅是中國重要的文化財。在已故僑務委員會委

員長鄭彥棻的推動下，1955 年 5 月成立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纂華僑華人之史

實。次年﹙1956﹚10 月，即完成《華僑志總志》的編纂與出版工作，這是一次

創辦，其意義非凡。10然而，《華僑志總志》出版迄今，已超過 58年之久，其內

容與目前華僑華人社會之現況已有明顯的不同與差異。華人華僑之人口結構變動

即為明顯的例子，包括 1960年代，從臺灣移至世界各地之移民，以及 1990年代

中國大陸的「新移民」等，為華人華僑之質與量注入了新的元素。11為符合華僑

華人社會之實際情況，確實有重新編纂華僑志或續編華僑志之必要。 

因為迅捷的交通運輸及通訊的協助，散居住於異國的移民與原鄉或祖國的聯

繫較以往更為便利與經濟。但是，隨著移民居住地之社會與環境的變遷，移民第

二代或第三代等對第一代移民的生活史的陌生或不關心，例如第一代移民在移居

地的艱辛生活經驗及其與原鄉或祖國感情等，雖然原鄉中可能還有第一代移民的

親屬，但在從未謀面或接觸的情況下，無法避免疏離感的形成。因此，透過移民

史的書寫，將第一代移民的生活史全然記錄，協助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接觸第一

代移民的經過與艱辛的歷程，或許可以強化移民第二代或第三代對第一代移民的

原鄉的認識，並強化認同的程度。例如移民阿根廷的臺灣人書寫自己歷程，是以，

鼓勵華僑華人以個人移民歷程或以華僑華人社會形成編寫移民史，本文以《彭巴

草原上的蕃薯–台灣人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為例12，說明由移民本身來書寫

移民史的意涵。 

    人物志或人物傳向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內涵，由於撰寫人物志費時甚久，往往

以人物訪問記錄做為人物志撰寫的準備工作。對海外華僑華人社會之重要人物進

行訪問，也是記錄移民歷程的一種類型，亦可作為一種表率，藉以鼓舞後繼之移

                                                      
8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9湯熙勇，﹙日本華僑學校的設立與新國民的培育---以橫濱大同學校及神戶中華同文學校為中

心﹚，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日本華僑學校之重建及困境（1946-1980）」﹙100-2410-H-001- 

043-MY2﹚之部分成果。   
10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纂，《華僑志總志》﹙臺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6 年﹚，頁 1-2。 
11湯熙勇，2013，〈從臺灣移民巴西---臺灣政府的態度與人民的反應〈1960 年代〉〉，臺灣大學

《人口學刊》，第 46 期。湯熙勇，2007，〈烽火後的同鄉情：戰後東亞臺灣同鄉會的成立、轉

變與角色（1945-48）〉，《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9 卷第 1 期，頁 1-49。湯熙勇，2012，

〈新移民或新華僑華人—1978 年後中國大陸公民境外移民人數估算及其分布〉，華僑協會總會

主辦「近二十年中國大陸海外移民潮之原因與影響學術座談會」論文，2012 年 7 月 25 日。 
12曾昭陽等 12 人編纂，《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灣人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阿根廷布宜諾

斯艾利斯：阿根廷臺灣文化協會，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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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努力向上，何啟良編輯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專書即為明證。13我國僑務委

員會為達成「留下珍貴的時代記憶，使僑務工作的歷程與經驗得以流傳後世」的

目標，推動僑務口述歷史計畫，「藉由記錄僑務口述歷史，補足僑務史料之不足」，

即以口述歷史的途徑，透過華僑華人的視角來認識僑務工作的內涵及未來的發

展。對華僑華人人物的分析，可以反映出華僑華人的多元面相。筆者有幸參與此

一僑務口述歷史計畫，訪談海外華僑華人與從事僑務工作者，初步瞭解海外華僑

華人對僑務工作的一些看法。 

從明末迄今，漢人跨越海洋進入臺灣，臺灣成為一個以移入為主的社會形態

與特性。然而，今日臺灣已經呈現出從移入的社會轉變成為移出社會現象。面對

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臺灣已朝新的方向發展。長久以來，我國僑務政策與工作，

以僑社與僑商的緊密聯繫與合作、僑教的質與量發展及重視僑報的地位等為主，

本文從不同的角度，提出華僑志書重新編纂、海外華僑華人移民史書寫與人物訪

問記錄等三方面，探討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承與擴散，或許可以做為我國僑務工

作推動方向的一個參考。 

貳、跨國移動與華僑華人 

  華人移民海外可以上溯秦始皇及其以前的時期。至明代，因海外貿易的發展

及造船技術的精進、航海能力的提升，在中國沿海居民求利的動機推動下，移民

人數不斷的增加，惟移民地區以東南亞為主，日本及朝鮮〈今為韓國〉亦為華人

移住的地區。清代中期以後，因歐美國家在東亞及非洲等地區建立殖民地，然而

為發展其本國經濟，積極開發殖民地的農業及礦業資源，亟需人力來支持殖民地

資源開發計畫，華工成為歐美殖民國家招攬的對象，開啟了華人移民東南亞、美

洲、澳洲等之先聲，亦帶來移民華工不幸遭遇的命運。 

    維護華工及其後的華僑華人的工作權益及尋求平等待遇，必須仰賴中國的努

力。清代曾經歷過一段從「海禁」到「保僑」 的過程，至晚清時，中國方設立

了僑務機構，惟因清代國力不張，維護華僑/華人權益的成效有限。進入民國以

後，北京政府與南方政府都設有僑務專責機構，至 1926年 10月，中國國民黨在

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組織內，成立僑務委員會，這是政府公部門首次使用僑務委

員會名稱的時間；至 1929 年，南京國民政府確立僑務委員會行政體制。14在抗

日戰爭時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在鼓勵華僑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抵抗日軍侵

略及戰後吸引華僑回國投資、推動僑教復原等工作，僑務委員會發揮了一定的成

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內部發生國、共戰爭，受到戰爭的波及，民

國 38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僑務委員會跟隨進駐臺北；民國 40 年，行政

                                                      
13
何啟良主編，《匡政與流變：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研究計畫，

2001 年﹚。  
14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臺北：國史館，民國 86 年〉，頁 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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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制訂反共時期僑務政策；次年 10月，在臺北召開僑務會議。15從民國 38年迄

今，僑務委員會已經渡過 60 餘年的時間。在照顧華僑華人的工作表現上，在僑

務委員會的努力下，已有顯著的成果，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16
 

 

〈一〉 華僑華人與跨國移動 

依據聯合國經濟與事務委員會人口部門所提出的全世界移民人數統計資料， 

21 世紀各國移民人口不斷的增加，說明了本世紀是一個國際移民時代17，無疑

的，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是倍受注目的族群。1980 年代中期起，中國大陸公民

移民至世界各地，在數量的方面，具體地改變了華僑華人的人數，例如 2011 年

11月，中國大陸提出全球華僑華人總数，估算 2007-2008年已有 4,543 萬人；至

2011年，華僑華人约有 5,000萬人多。18此外，華僑華人地區的分布上，改變了

移民以東南亞為主要的選擇地區。華僑華人與國家實力發展有關，華僑華人的人

數估算、分佈和未來趨勢，成為中國大陸政府與學術界所關心的議題，僑務部門、

外交外事及公安邊防等政府部門與學術界合作建立海外華僑華人數據庫。19
 

1980 年代中期起，針對中國大陸公民移民至美國及世界各地的現象，美國

華人學者提出所謂新移民的名稱。20中國大陸學者首見於 1992 年使用新移民的

名稱，惟其指涉對象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之華人移民問題。21
1997 年後，新

移民方成以 1979年後中國大陸公民海外移民為特定名稱。22
 

Philip A. Kuhn 認為新移民〈new migration〉稱呼雖起源於 1980 年後之中國

大陸，然應該從 1960 年代中期迄今，即從北美及澳大利亞社會放棄以種族為中

心的排華法案後，從臺灣及香港移入西方國家、具有技術的移民，他們實為新移

民開展的先進人員。23
 

                                                      
15華僑志編纂委員會，《華僑志》，〈臺北：海外出版社，民國 45 年〉，頁 539-540。 
16孫遜，《美國華僑華人政策與臺灣當局僑務政策》，〈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2 年〉。 
17張秀明《國際移民體系中的中國大陸移民——也談新移民問題》，《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23 頁；朱東芹，〈中國大陸學者有關新移民問題的研究〉，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symposium/0611zhudongqin.htm，參考時間為 2012 年 7 月 8

日。 
18

2011 年 11 月 30 日，在上海舉行第二屆中國僑務論壇。〈约 5000 萬：華僑華人總數首次得出

較明確统計數字〉，參考時間為 2012 年 7 月 8 日，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1-12/01/content_24048039.htm 
19李明歡，〈國際移民大趨勢與海外僑情新變化〉，收於丘進主編，《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5 月〉，頁 29。 
20朱東芹，〈中國大陸學者有關新移民問題的研究〉，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symposium/0611zhudongqin.htm，參考時間為 2012 年 7 月 8

日。 
21張俞，〈2010 年北美將成為海外華人第二中心〉，《八桂僑史》1992 年 1 期，頁 27-33。 
22譚天星，〈近年來我國公民移居海外情況之管見〉，《八桂僑史》1997 年 1 期，頁 1-6。 
23

Philip A. Kuhn, 2008,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321-322.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symposium/0611zhudongqin.htm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1-12/01/content_24048039.htm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symposium/0611zhudongq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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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新移民或大陸新移民等名稱來稱呼 1970 年代晚期移居國外之中國大陸

的公民，始於 20 世紀晚期。24新移民或大陸新移民名稱，被廣為應用來討論中

國大陸公民的移民，應是 21 世紀初期開始。Philip A. Kuhn 認為新移民〈new 

migration〉指涉自 1978 年中國改革的時期起，離開中國大陸者，這是「新中國

的產物」〈products of “new China”〉，新移民來自城市之受過良好教育、具有技

術者。新移民是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之「舊移民或老移民」〈old emigrants〉。
25新移民或大陸新移民主要以 1980年 11月中國大陸推動改革開放政策，移民外

國之中國大陸的公民為主26，如郭玉聰指出，從 1970 年代晚期至 1990 年代晚期，

不包括「港澳臺」的「中國新移民」有 180 餘萬人。27新移民的類型，以出國時

之申請名目，分為留學生、勞工、商務及勞務輸出人員等。28
 中國大陸新移民

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79-1985年是新移民的逐步發展階段、1986-1991

年是新移民的活躍發展階段、1979-1985年是新移民的穩步發展階段。29
 

 

〈二〉 臺灣對外移民 

    20世紀起，臺灣已經是原住民及漢人的移入區30，同時也是原住民及漢人移

出的起點。在日本統治時期，原住民及漢人已經個別或與日本人共同移民至日

本、東南亞及南美洲一帶。31
1945 年後，居住於日本及東南亞的臺灣移民，因國

籍復籍成為海外臺僑。其後，1945年前的臺灣人民及 1945年後移入臺灣者，受

政治及經濟的影響，逐漸向日本、美國，甚至於中南美洲及南非等地區移動，形

成以臺灣為名稱的移民社群，並對其移居地作出具體的貢獻。32
Jack F. Williams

教授探討至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微妙關係。自戒嚴時期與 1949 年兩方在政治

上一直持有不同的認知；這樣的不穩定局勢下，為尋求更有保障的生活環境與發

展機會，開啟了一波新的移民浪潮，前往美洲或歐洲大陸地區，直至 1987 年，

                                                      
24譚天星，〈近一二十年來我國公民移居海外情況的探討〉，庄國土等編，《世紀之交的海外華人》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年 9 月〉，頁 40。   
25

Philip A. Kuhn, 2008,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321-322.  
26張秀明，〈國際移民體系中的中國大陸移民---也談新移民問題〉，《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1 年 

3 月，第一期，頁 22-27。   
27郭玉聰，〈經濟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新移民〉，《當代亞太》2004 年 9 期，頁 57。   
28庄國土，〈世界華僑華人總数和分布的歷史變化〉，《世界歷史》2011 年第 5 期，頁 4-15。  
29譚天星，〈近年來我國公民移居海外情況之管見〉，，《八桂僑史》1997 年 1 期，頁 1-6。   
30

Jack F. Williams, “Who are the Taiwanese ?Taiwan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edited by Laurence J. 

C. and Carolyn Cartier,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163-180. 
31湯熙勇，〈恢復國籍的爭議：戰後旅外臺灣人的復籍問題(1945- 1947)〉，《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 17 卷第 2 期，2005 年，頁 393-437。湯熙勇，〈烽火後的同鄉情：戰後東亞臺灣同鄉會的成立、

轉變與角色（1945-48）〉，《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9 卷第 1 期，2007 年，頁 1-49。 
32移民歐洲之臺灣人的人數，並未多於移民中南美洲及非洲的人數。Jack F. Williams,﹙2003﹚“Who 

are the Taiwanese? Taiwan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Laurence J. C. Ma and Carolyn Cartier〈eds. ,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Inc., 

pp. 1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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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經濟起飛，政局較穩定，並走入民主化後，這批前期移民開始陸續有的回流。

但兩方的移民對於自原生地的情感與未來的回歸走向卻有著不同的概念。33 

 臺灣人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留居在日本及東南亞等亞洲各地，已

經成為當地華僑的重要組成份子，例如日本及泰國等。34
1950年起，居住於臺灣

人民，以留學生名義出國，或以應聘、探親、團聚及移民等名義出國。其後，臺

灣移民雖然人數並不大，卻以高素質的人才，逐漸參與與推動移居國的經濟。來

自臺灣的移民，在華僑華人社會中，例如美國，以臺僑〈taiqiao 或 overseas 

Taiwanese, Taiwanese overseas〉作為區隔。35相對於中國大陸移民人數的不斷成

長，臺灣的移民或臺僑的處境，似乎面臨邊緣化或被納入以中國大陸移民為核心

的華僑華人論述，例如美國和加拿大等。 

1979 年，南非的臺灣移民人數僅 12人；1990 年，南非臺灣移民人數則有 1,400

餘人；1994 年，已達 7,000 人以上。36南非的臺灣移民中，除了漢人外，值得一

提的，還有原住民。1960 年代，為了協助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臺灣派出農耕

隊至非洲各地傳授農業種植技術。有一位畢業於玉山神學院的林姓農耕隊員，因

工作表現優良，獲得贈送位於賴索托及南非兩國交接處的土地。1976 年，賴索

托與我國斷絕外關係，臺灣農耕隊被迫離開賴索托，林姓農耕隊員為了開闢該土

地，返回臺灣鼓勵部落親友移民南非，包括來自花蓮玉里鎮高寮、光復鄉、富里

鄉及臺東都蘭、卑南等之原住民紛紛前往南非。花蓮南區 Pangcah 人於 1980 年

代起，從臺灣跨國移民進入非洲，由 Pangcah 第 1代、第 2代，及至目前出生南

非的第 3 代 Pangcah 人。第 1 代 Pangcah 人於南非與賴索托的邊界設立 Pangcah

人的長老教會，是臺灣原鄉教會的海外分會。1998年，因為水患嚴重，Pangcah

人被迫離開該地區，仍然以教會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如同原鄉的「家」（luma），

讓他們持續地在南非各地尋求發展。37 

    臺灣移民在南非的政治與經貿領域曾產生相當重要的影響，包括黃俊僑擔任

國會議員及臺灣佛光山在南非設立南華寺等。此外，非洲 50 餘個國家中，南華

                                                      
33

Jack F. Williams, “ Who Are the Taiwanese? Taiwan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 in edited by Laurence 

J.C. Ma and Carolyn Cartier,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New York& 

Oxford: Rowman &nLittlefeld Publishers, Inc.,2003, pp.163-189. Bernardo Trejos Lan-hung Nora 

Chiang, ‘Young Taiwanese Immigration to Argentina: the Challenges of Adaptation, Self Identity and 

Returning,’ IJAPS, Vol. 8, no. 2 (July 2012), pp.113–143. 
34湯熙勇，〈恢復國籍的爭議：戰後旅外臺灣人的復籍問題(1945- 1947)〉，《人文及社會科學集 

 刊》，第 17 卷第 2 期，2005 年，頁 393-437。  
35

Jack F. Williams, “Who are the Taiwanese ?Taiwan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edited by Laurence J. 

C. and Carolyn Cartier,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163-180；Pei-te Lien and Dean P. Chen,,﹙2012﹚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policies toward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abroad in homeland governance,’  in 

Tan Chee-Beng〈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Inc., pp. 42-58. 
36李安山，《非洲華僑華人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0 年 1 月〉，頁 473-475。  
37高瑋毅，〈Pangcah 人在南非:遷移、適變與發展〉，清華大學人類所碩士論文，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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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成為佛光山宣揚佛教理念的第一個廟宇，與 1988 年移民南非的臺灣人李蘭齡

有關。2001 年 4月，國際佛光會在南華寺舉辦第三屆第一次世界理事會。38 

 

參、重新編纂華僑志書 

  1955 年 5 月，當臺灣面臨臺灣海峽對岸的強大軍事壓力與華僑華人事務的

激烈競爭，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鄭彥棻在臺灣財政不是很寬裕的情形下，仍然決定

成立華僑志編纂委員會，推動華僑志的編纂工作。回顧往昔，編纂華僑志可說是

一項史無前例的巨大工程，鄭彥棻委員長的遠見及魄力確實令人佩服。 

    1955 年 5月，華僑志編纂委員會提出了編輯凡例﹙見：附件﹚，將《華僑志

總志》分成八章，包括移植歷史、人口分佈、經濟、文化教育、社團、社會生活、

對祖國與世界之貢獻、僑務政策之演變等。鄭彥棻在《華僑志總志》出版〈序〉

中說明編輯華僑志的背景與目的，其云︰ 

  

   民國以還，研究華僑問題學人，雖稍有專作，然或囿於一地而未廣，或是綜

述而不詳，遂使三千年來之華僑史蹟，湮沒不彰，一千四百萬之華僑概況，難窺

全貌，此誠一大憾事。彥棻從事僑政工作，深感華僑志書之編纂，不容稍緩，蓋

各地華僑歷史文獻，日久散佚愈多，搜羅將更不易，極應集纂成邊，俾存史實而

彰我僑胞之功業。此其一。國人敬愛僑胞，關切僑情，藉此益增認識，而吾人尤

宜全盤明瞭華僑之住蹟與現狀，庶可鑑往知來，為僑政措施之考鏡。此其二。目

前反共抗俄階段，僑胞為復國救國重要支柱，吾人珍視華僑歷史，發揚華僑精神，

用此激勵僑心，則信念益堅，力量益宏。且以僑胞散處各邦，限於地緣，聯繫或

有不逮。茲編一出，可作溝通了解之助，俾收團結合力之功。此其三。華僑處境

日艱，吾人寄期望於華僑青年者至切，吾僑子弟從而知先輩締創之艱難，惕勵奮

起而發揚光大，則此志亦具有教育效用。此其四。基此數端，爰於 44 年 5 月間

籌設華僑志編纂委員會，聘請國內外學者專家為編纂委員，並向海內外蒐集有關

資料，從事編纂。內容訂為總志分至兩部，分期出版。現總志部分業告完成，計

分八章，都四十萬言。對於全球華僑之歷史、事業、生活狀況，均有翔實之闡述，

綱目悉舉，規模已具。39
 

 

    擔任總編輯工作的祝秀俠說明在「僉以華僑志之編纂，事屬草創，體例無可

依循」下，編纂《華僑志總志》的經過。其云： 

 

                                                      
38張耀維，《十年磨一劍—佛光山非洲傳法十年紀實》〈南非約翰尼斯堡：菩提心出版社，2012 年

3 月〉。  
39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纂，《華僑志 總志》，〈臺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民國 4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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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歲夏間，鄭委員長彥棻先生以僑胞過去光榮歷史與現在一般實況，向乏翔

實有系統之紀述，因計劃編纂華僑志，藉以彰揚華僑之輝煌功業，了解全球華僑

之生活狀況，以作今後僑政措施參考。爰於五月間成立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由李

副委員長樸生先生兼任主任委員，囑秀俠綜理編纂工作，並先後聘請學者專家謝

幼偉、方豪、孫宕越、張正藩、梁道群、董世芳、甘澐、曹挺光、唐蘇民、鄭冠

英、梁子衡、馮鎬、何宜武、鄧飛鵬、黃定文、張鵬諸先生為委員，兼任撰述。 

編纂工作進行之始，曾草擬編輯凡例及內容綱目提付討論，僉以華僑志之編

纂，事屬草創，體例無可依循，而華僑分佈遍及全球，各地區華僑之史蹟及現況，

資料蒐集困難，非一時可就；因議定分總志分志兩部進行，總志作綜述性質，分

志則以地區劃分，先從總志著手。計先後舉行編纂會議四次，共商編纂中所發生

之各種問題，並通函海外廣徵資料，經李兼主任委員之擘劃指示，各編纂委員及

撰述人年來之辛勞從事，總志始得於最近完成，雖內容仍未盡臻善美，然為華僑

史數一規模，亦彌覺可貴。40
 

   就華僑志編纂原則而言，原應先編分志，後編總志，始能收相互參證之成功，

惟以分志之編撰，以地域區分，資料更須詳盡，非有充分時間，不能一一完成，

故為使國內外人士早日瞭解華僑一般情況及目前處境，以作今後研究華僑問題之

考覽計，先行編纂總志。吾人深知總志內容不易周詳，且遭遇最大之困難，為資

料不足。海外徵求，十不得一，國內更難蒐集，此志之成雖各委員以殫精竭志，

但罣漏之處，所在不免。41
 

 

    上述對《華僑志總志》的編纂與出版過程做了一次回顧，其中不乏可以做為

重新編纂華僑志或續修華僑志的重要參考，包括成立編纂華僑志委員會或工作小

組，對華僑志採行續修或重編的性質進行商討，成員包括臺灣與海外華僑華人代

表共同參與，以擴大參與的範圍，修志時間可延長一年以上，使德華僑志成為臺

灣、中國大陸及海外華僑華人共同享有的珍貴文化資產。由於編纂華僑志涉及事

務及層面甚為廣汎，本文無法詳細討論，於此僅提供一個討論的輪廓與方向。 

 

肆、由移民編寫自己的移民史 

  臺灣移民在美國、南非及南美洲等都成立了社區，設立基金來支持與鼓勵各

地海外臺灣住民，書寫屬於自己的移民經歷，以臺灣人移入阿根廷為例，從 1960

年起，臺灣人移入阿根廷，因為人數逐漸增加，成立了阿根廷臺灣文化協會，並

為記錄與書寫臺灣人移入阿根廷的歷史，由臺灣移民阿根廷者編寫自己的移民

                                                      
40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纂，《華僑志 總志》，〈臺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民國 45 年 10 月〉。 

41
謝幼偉，孫宕越兩先生負責校閱。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纂，《華僑志 總志》，〈臺北：華僑志編

纂委員會，民國 4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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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故編寫了《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灣人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擔任臺灣

人阿根廷移民史志工召集人曾昭陽強調「河永遠懷念它流過的地方，人也一樣會

懷念他走過的足跡」。42
 阿根廷台灣文化協會會長吳勝基說： 

 

  「由庶民自己發聲、自己書寫，台灣人草根生命力、海洋性格、冒險精神，循

著土地與人民的脈絡，詮釋自己，是阿根廷台僑再進步、再提升的萌生劑！！台

灣人明天看到今天在阿根廷台灣人是如何以信心帶來希望建構未來，如何獲得安

定安全與平安，如何用新視角、新思維，在不同文化、語言、人種與習慣下適應

生活，努力紮根，安身立命。數十年前，我們從台灣遠渡重洋來到異鄉，雖非篳

路藍縷、披荊斬棘，但也歷盡風霜，通過層層試煉與考驗，今回首觀之，歡笑與

血淚，歷歷在目。且看「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灣人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

它是以時序為軸，人事地物等圖文同類相從為翼，編串起一段段移民的生活與歷

史。」 
43

 

 

     僑務委員會前委員長吳英毅推崇《彭巴草原上的蕃薯》一書，他認為臺灣

人「發揮堅毅不屈的番薯精神，寫下一頁精彩的移民史」。他說： 

 

    臺灣移民在阿根廷的歷史雖然僅短短 50 餘載，令人欣慰的是與臺灣的連結

從未間斷，除在僑居地積極推動公眾外交，藉由教育、文化及經貿等軟實力的展

現，爭取僑居國人民情誼，提升我國能見度外，每當臺灣發生重大災情，阿根廷

僑界更主動發起募款活動，將愛心送到臺灣，此等愛國愛鄉的熱忱，令人動容。 

彭巴草原上的番薯臺灣人─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 的出版，雖撰述內容容或會

因為觀察紀錄者的角度和價值，難免有仁智之見，但透過本書不僅能讓國內同胞

瞭解台灣移民在阿根廷的事蹟，彰顯台灣移民史的文化意義，更為全球僑社撰記

艱辛奮鬥歷程建立範型，本人衷心期盼本書能激勵海外僑胞亦能編纂各地珍貴的

移民史，以昭後世，以惠天下。44
 

 

《彭巴草原上的蕃薯》之撰寫，除了為臺灣人自己書寫移民的歷史留下重要

的典範，同時也為分布於全球的華僑華人樹立一個足資參考與學習的模式，用移

民自己的觀點與方式來呈現移民史。對於第一部臺灣人移民史的書寫與出版，曾

擔任阿根廷台灣僑民聯合會三屆理事長周建宏介紹書寫的過程與用心，說： 

    曾昭陽先生早期移民到阿根廷，因會講日語，而認識了一些日本友人，其中

有的事日本人移民史編集會的工作人員，因為如此，曾先生知道有日本人移民史

                                                      
42
曾昭陽等 12 人編纂，《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灣人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阿根廷布宜諾

斯艾利斯：阿根廷臺灣文化協會，2012 年〉。   
43
曾昭陽等 12 人編纂，《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灣人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阿根廷布宜諾

斯艾利斯：阿根廷臺灣文化協會，2012 年〉。   
44
曾昭陽等 12 人編纂，《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灣人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阿根廷布宜諾

斯艾利斯：阿根廷臺灣文化協會，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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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書，同時，也進一步了解編輯移民史的種種過程，他體會到要把台灣人移民

到阿根廷所留下的足跡保存下來，如不趁早搜集資料，時間越拖越久，可能一些

資料就會遺落而無從查考，造成遺珠之憾。於是，他就隨神深帶著錄像機，一有

機會，就把資料蒐集起來，後來，漸漸有一些鄉親也認同這項工作而加入了資料

搜集的行列，光搜集資料的時間，有 20年以上，真的不簡單。2009年 9月 9 日，

有 12個人組成阿根廷台灣人移民史編輯製作志工群，並於 2010年 4 月成立阿根

廷臺灣文化協會，而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完成這部阿根廷台灣人移民史。志工顧名

思義就是志願且無酬勞，要讓這些人去當志工，去完成這麼煩雜的工作，我想，

應該是一種無形的使命感、成就感在催促他們，以堅強的毅力，不斷的努力及付

出，去完成台灣人移民史這部著作，值得肯定。阿根廷台灣人移民史所記載移民

的對象來自台灣，台灣人移民到阿根廷的時間不算長，但這部阿根廷台灣人移民

史的發行出版，在世界各地，應是第一部的台灣人移民史，希望它能拋磚引玉，

讓世界各地，有更多的台灣人移民史相繼問世。」45
 

 

    事實上，編輯《彭巴草原上的蕃薯》的過程確實相當地辛苦，擔任臺灣人阿

根廷移民史志工召集人曾昭陽說： 

 

  …，幾經醞釀，由曾昭陽、白俊稔、李昆鐃、林六吉、洪川和、郭清海、楊

振壽、游誠一、詹惠媚、劉安慶、劉炳嵩及本人，共組「阿根廷台灣人移民史」

編輯製作志工群，並於台灣僑民聯合會附屬會館舉辦移民史資料收集說明會，除

發說帖並說明會主旨、目的、做法及期望外，會中開宗明義的定義：台灣人，即

持有中華民國(台灣)護照、從台灣來阿根廷的人，以界定移民史的內容與範圍。 

2010 年春(4月)，為移民史之發行，以志工群為骨幹的阿根廷台灣文化協會

成立，設址於 OLLERO 3165 號洪川和提供之處所並展開工作。當年夏(5月)志工

群亦於同址設立辦事處，積極蒐集資料，「阿根廷台灣人移民史」進入規劃階段，

首先按已蒐集之資料整理出一基本架構，訂定大綱、目錄、章節，整理、篩選具

代表性之內容，接著進入分組執行階段，再追蹤遺漏的移民史料及口述歷史，考

據查證並補拍攝照片，經分類建檔整理，並撰文打字約 25萬字及 2700 張掃描及

拍攝之原始資料照片。」46
 

 

書寫移民經過，仰賴不同移民經驗的資料收集。為了提高成效，除了參考日

本人編纂移民史的經驗外，還是要持之以恆，方有好的成績，258位臺灣人移民

史的資料就是一步一腳印的收集。曾昭陽說明阿根廷臺灣人史料收集經過如下： 

 

                                                      
45
曾昭陽等 12 人編纂，《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灣人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阿根廷布宜諾

斯艾利斯：阿根廷臺灣文化協會，2012 年〉。   
46
曾昭陽等 12 人編纂，《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灣人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阿根廷布宜諾

斯艾利斯：阿根廷臺灣文化協會，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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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溯自 20 年前，本人開始著手收集自 1960 年起的阿根廷台灣人史料。2000

年 4月間，看到日本友人增山朗、右田重成均是日本移民史編集會工作人員，都

在編寫日本人移民史。日本人移民已歷 100多年，在日本會館二樓設有編集委員

會工作室，我經常於每禮拜二到編輯室參觀他們的工作情形，由計劃到資料整

理、訪問移民區、打字、編排、募捐經費、調派人員等，繁雜且費時、費力、費

金錢。還好日本人有各縣市的「縣人會」組織，留下不少有關縣民移民生活情形

的相關報導，資料可供參考，又有日本政府的計劃、支付經費及專門人員的支派

等等，對工作的進行幫助不小，雖然有這樣的條件，亦費時 6 年，耗資 20 多萬

美元，才完成上、下兩冊移民史(西文、日本版共四冊)。 

    其間並曾訪問劉家斌，獲悉 1930 年即有花蓮原住民隨日本人移民阿根廷，

但個人能力畢竟有限。在巴西聖保羅參觀「巴西日本人移民資料館」，強化了移

民資料收集的信念與使命感。之後聽到洪川和、劉安慶、劉炳嵩等人有提起阿根

廷台灣人移民史等事，又和白俊稔閒談，他當時事業告一段落，賦閒在家，聊起

收集移民資料的事，即一齊到日本移民史編集室參觀，了解後就決定一起開始工

作。 

     深知資料的蒐集及其記述內容事實的確認是最耗費時間的，必須有充分的

準備，首先設計印製移民史編輯資料表，以及由僑務委員張崇禧具名的感謝狀。

白俊稔、吳國義和我為先發人員，開始之前拜訪了《阿根廷通訊》創辦人解俊林、

《台灣周報》社長李國仁、《台阿新聞》社長洪川和，他們均表贊成，卻都持懷

疑的態度，以為要開始編撰工程浩大的「移民史」，經解釋「只是資料的蒐集、

編篆工作是將來，到時需要全體的人參加才能做」，如此他們才放心。起先三個

人一起採訪、收集、填表等工作，常因時間問題很難配合，進度很慢，三年過去，

只完成 73件訪談資料，此一小組直到張委員離阿返台就解散了。 

    這本書能夠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 258位接受移民史資料收集、口述歷史採

訪，以及提供 400多件移民資料和 500多張珍貴照片的鄉親；另外還有二十多年

來我們累積收集的資料，加上拍攝各個僑團多姿多彩的活動達 145部 DVD影片，

豐富了本書的內容。前述資料及照片等都保存在志工群的移民資料室。 

    也許有人會說：「你們所寫的是『台灣人阿根廷流浪史』，而不是移民史。」

我們很坦然的承認：它確實是如此。為什麼？因為鄰近的日本，他們有制訂的移

民政策。日本人移民到阿根廷已有 100 多年歷史，他們的移民精神是開墾和殖

民。為了移民，日本在北海道設有「北海道拓殖大學」來妥善處理移民事務。反

觀我們台灣人的移民，卻是藉由諸如「旅阿根廷六堆同鄉會」、「客屬同鄉會」等

等鬆散且自發性的移民團體來進行，絲毫沒有政府的支援。而移民者的目的大體

是「旅遊移民」性質，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因此在台灣人 50 多年的移民歷史

當中，永久留居在阿根廷的人數約只有頂盛時期的 20%左右。」47
 

 

                                                      
47
曾昭陽等 12 人編纂，《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灣人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阿根廷布宜諾

斯艾利斯：阿根廷臺灣文化協會，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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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臺灣人移民阿根廷艱辛歷程的《彭巴草原上的蕃薯》，提供了一個移民

史書寫的成功範例，該移民史從資料收集到編纂的經驗值得推廣與借鏡。至於推

動的方式，亦可以成立工作小組研商具體的步驟，可以由移民組成團隊自行撰寫

移民史，並由僑務委員會獎勵出版的原則。相關經費來源，採取相對資金為原則，

即向海外華僑華人募集款項，再由僑務委員會提撥等額資金，設立出版之基金，

或謀求與臺灣出版社合作。 

伍、持續推動華僑華人口述訪問 

  對全球各地之華僑華人社會有具體貢獻者，經由口述訪問來書寫個人或家族

的歷史，也是值得推動的工作之一。探討與建立歷史真相，為了避免因古文獻資

料有限及圖像資料不足而造成缺失，因而發展出口述歷史。此外，因歷史的性質

及內涵，從傳統以帝王及精英的歷史，發展成以普羅大眾為主的歷史，口述歷史

的重要性受到重視。時至今日，口述歷史不僅是一種收集歷史資料及保存歷史記

憶的重要方法，同時，在書寫生命史或記憶史時，成為一種全新的治史方法，及

展示歷史的一種類型，也成為博物館或文獻資料館收藏的標的。48由於口述歷史

的功能日益重要，口述歷史的概念及其與歷史的關係等相關議題，已經成為歷史

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等教學的課程49，並透過相關的研究與著作的發行，協助社

會大眾瞭解口述歷史的內涵，推廣口述歷史的實用性價值。50
 

    以僑務工作或海外華僑華人的口述訪問為內涵之訪問記錄，例如民國 89

年，由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出版《張希哲先生訪問記錄》，依據口述訪問整

理的內容，完整地呈現張希哲先生對我國僑務工作之努力與貢獻51，內容充實，

值得參考。 

    近年來，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為發掘海外客家傑出人士事蹟，探尋海外客家文

化發展傳承之脈絡，客家委員會派員遠赴世界各地，進行採訪客家人物精彩的人

生，每個故事都展現出客家人刻苦堅韌的文化傳統與奮鬥不屈的毅力、客家人移

民他鄉於異地打拚的故事 。民國 100 年及民國 101 年，客家委員會出版《深耕

躍動：北美洲 12個客家精彩人生》、《靜水流深─東南亞廿客家良材》，及《客勤

遠拓：中南美洲 20 位客家人足跡》等，記錄 32位從臺灣移民出國並居住於海外

的客家人移民與奮鬥的生命過程，透過跨國口述訪問來記錄臺灣人民移民與心理

調適過程，及他們參與當地僑社及與主流社會互動的情形。52
 

                                                      
48

Ken Howart, 1998, Oral history : a Handbook. Stroud, England : Sutton Pub..  
49

James Hoopes. 1979. Oral history : an introduction for students. Chapel Hill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50

Patricia Pate Havlice, 1985. Oral history : a reference guide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Jefferson,  

   N.C. : McFarland. 
51張存武訪問、李郁靑紀錄，《張希哲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2000 年〉。 
52鐘萬梅策劃，《深耕躍動：北美洲 12 個客家精彩人生》，〈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2 年〉。

鐘萬梅策劃，2011，《客勤遠拓：中南美洲 20 個客家人足跡》，〈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2

年〉。鐘萬梅策劃，2012，《深耕躍動：北美洲 12 個客家精彩人生》。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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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訪問記錄，可以協助臺灣社會大眾瞭解臺灣客家移民的生活軌跡，探尋

客家文化在異國發展的現況與困境，呈現海外客家人的樣貌與輪廓。從臺灣移民

出國的客家人，或為追尋更好的生活環境，或為追求自我的人生理想，在世界各

地發展出不一樣的人生歷程。53以客家人移民中南美洲為例，鄧幸光移民巴西三

十餘年，創辦《客家親》電子報，以文字推廣客家文化；李茂勇先生在阿根廷經

營食品工廠，擔任客屬總會阿根廷分會會長，投身客家事務和公益事業甚多。雖

然在客家人移民的背景與史實方面，仍有可以補充之處，惟其文字書寫流暢，易

於閱讀，提供客家人移民海外的輪廓，具有參考之意義與實用價值。 

    我國僑務委員會推動僑務口述歷史工作，對參與僑務工作及重要之華僑華人

進行口述訪問，除了表現出對受訪人的禮敬外，並將訪問過程予以拍攝或錄影，

以文字記錄與影像兩種形式來展現，對受訪人本身及所屬之華僑華人組織而言，

確實具有一定的意義。從實際的訪談中獲得的體驗，即在不同國家與不同的歷史

變遷中，華僑華人在其居住地推廣中華文化活動的所扮演的角色意涵，包括陳魯

慎教授在加拿大多倫多成立逸仙中文學校與開設中華文化課程，講解「漢魏晉古

詩選讀」等54、侯俊及侯明明父女等在模里西斯﹙Mauritius﹚經營《中華日報》

及推動華文教育的艱辛歷程55，在在呈現出他們對中華文化傳承理念的堅持與奮

鬥。僑務委員會所推動僑務口述歷史工作，應值得持續推展的。   

陸、結論 

1949 年起，受到中國大陸內部情勢的轉變影響，並因應國際情勢的變化及

全球各地海外華僑華人的需要，我國僑務政策進行適時的調整，將臺灣建構成為

全球各地華僑華人的替代性僑鄉。從海外華僑華人參與臺灣不同時期推動的各項

經建計畫、僑生就讀臺灣各大專學校，及回臺灣參與雙十國慶活動等，可以瞭解

海外華僑華人對我國僑務政策與工作的回應。 

受到全球化的影響，移民出國已經成為臺灣人民追求與實現理想的重要方

法。因此，臺灣逐漸從一個人口移入的社會，轉變為人口移出的社會。臺灣移民

散居於全球各地，以高學歷、高技術與資金，為世界各地之華僑華人社會注入不

同的特色。1990 年代，全球各地面臨中國大陸引發的公民移民潮，即今天新移

民的浪潮，使得海外華僑華人的數量及素質，如在移入國社會及華僑華人人口結

構方面，均有具體的改變。全球性移動的特性，華人可以分為三群，一為 1950

年代以前移入世界各國的華人，二為 1970-1990 移入美國及日本的臺灣人，三為

                                                                                                                                                        
鐘萬梅策劃，2011，《客勤遠拓：中南美洲 20 個客家人足跡》。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53鐘萬梅策劃，2011，《客勤遠拓：中南美洲 20 個客家人足跡》。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54﹙101 歲陳魯慎耳聰目明開班授課﹚，《星島日報》，2012 年 6 月 5 日。

http://news.singtao.ca/vancouver/2012-06-03/headline1338718739d3899920.html, 2013 年 9 月 26

日引用。  
55李元，﹙浮光掠影記 八秩話中華﹚，《中華日報》，模里西斯，民國 101 年 8 月 11 日，四版。感

謝侯明明女士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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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迄今之中國大陸移民。前者被視為老華僑，中國大陸的移民被稱為新移

民。從 20世紀中期至 21世紀，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人口結構與特質已有實質地

改變。 

面臨今日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轉變，本文從全球化及中國大陸新移民發展態

勢觀點，從中華文化傳承的角度來探討我國僑務工作的重點，除了持續以僑社的

緊密合作、僑教的質與量發展外，並藉中華文化產業來聯繫全球各地的華人，一

方面，對從臺灣移出者，強化臺灣是他們的原鄉的記憶與懷念，另一方面，對中

國大陸新移民，具體展現臺灣之中華文化多元豐富的內涵。因此，本文提出三項

建議，包括重新編撰華僑志書、對具有特殊成就之華僑華人進行口述訪問，並設

立基金來支持與鼓勵各地海外臺灣住民，書寫屬於自己的移民經歷等。面臨華僑

華人結構已經改變的事實，為符合實際情況，確有重新編撰華僑志書之必要。對

華僑華人進行口述訪問，可以留下他們在移民過程的奮鬥與對華僑華人社會之貢

獻的圖像，建立移民的典範。本文介紹了阿根廷臺灣文化協會曾昭陽等 12 人編

纂之《彭巴草原上的蕃薯–台灣人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為實例，在建立雙重

認同下，鼓勵華僑華人將個人移民歷程或華僑華人社會形成編寫成移民史，強化

移民與原鄉土的關係，並提升對原鄉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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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華僑志總志》編輯凡例 

1.本志分總志與分志兩部分。總志總述華僑歷史、事業及現在概況；分志分述海 

外各地區華僑一般實況。 

2.總志共分八章，包含歷史、人口分布、經濟、文教、社團、社會生活、對祖國 

與世界貢獻及僑務政策演進等。各章內容力求啣接一貫，保持其系統之完整。 

3.各章取材以現在海外各地區華僑現狀為主，過去事蹟為輔，使對華僑在過去、 

現在、將來各階段之狀況，有一正確之認識。 

4.各章所採用之各種統計資料，多以政府最近所公布者為根據，間亦採自外文圖 

籍者，務求精確翔實。 

5.本志對於人名地名之邊譯，以海外華僑習用者為準，如屬不常見之名詞，則附 

英文原名，以便對照。 

6.文體用淺近文言撰述，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7.本志編撰，事屬草創，以材料蒐集不易，且時間倉卒，缺漏乖誤，在所難免， 

尚祈海內外人士惠予教正，俾再版時得以修訂。 

 

資料來源：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纂，《華僑志 總志》，〈臺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民國 4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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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競合關係之僑務角色定位及因應策略： 

以泰國為例 

A Study on Concurrenc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rol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and Coping strategies：in a case of Thailand 

徐慧芳、陳章華 

（健行科技大學應外系副教授）、（健行科技大學歐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 

  泰國和東南亞地區是華裔人口最多的地區，近年華人社會的變遷很大，伴隨

著泰國華人政經地位提升，各地華人社區的象徵唐人街，面臨人口出走的困境，

對推展僑務有一定影響。 

本文研究方法則採取 SWOT 分析法，分析我國僑務在泰國的優勢、劣勢、

機會、威脅，基於我國僑務自身的實力，對比競爭對手中國，分析外部環境與時

代變化影響可能對我帶來的機會與面臨的挑戰。 

 

關鍵詞：泰國、華僑、漢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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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ailand and Southeast Asia is the region with the largest Chinese population, In 

recent years, great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With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ailand Hua Renzheng, Chines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symbol of Chinatown,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population exodus, Impact on the promo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his research method is adopted SWOT analysis,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Inferior, Opportunity, Threate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ailand, Based on our own 

real force Affairs, Contrast rival China, Analysi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With the 

times change impacts possible for me to br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Keywords: Thailand,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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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時代的變遷，全球各地華人的組成與思維均有所改變，再加上中國與主

要華人居住國均有邦交，若仍按照傳統的模式去進行僑務活動，勢必無法獲得認

同。自 1945年之後，泰國華人已超過 600萬人，在老僑凋零、新僑初萌的階段，

中國近年在各華人地區採取一連串的新措施，對我國的僑務活動造成不小的影

響。華人在泰國無論在政界、經濟都有一定的影響力，有些中華文化已透過電影、

網路等大眾傳播在泰國根深柢固，當地的泰國人對華語與華人的文化多少都有一

些瞭解，甚至已積極學習華語，故對推展華人文化將有所助益。 

    本文研究方法採取 SWOT 分析法與實地訪查方法，分析我國僑務在泰國的

優勢、劣勢、機會、威脅，基於我國僑務自身的實力，對比競爭對手中國，分析

外部環境與時代變化影響可能對我帶來的機會與面臨的挑戰，進而制定最佳的方

案。 

 

貳、泰國華人起源及分佈 

泰國和東南亞地區是華裔人口最多的地區，近年華人社會的變遷很大，伴隨

著泰國華人政經地位提升，各地華人社區的象徵唐人街，面臨人口出走的困境，

對推展僑務有一定影響，從歷史看，各地唐人街都是華裔先民篳路藍縷、浴血奮

鬥的活見證，亦為精神寄託的堡壘。所以如何振興唐人街，凝聚華僑的向心力為

重要課題。 

(一) 起源 

自古以來，就有大批華人移居泰國，其中尤以中國大陸華東南岸的潮州人居

多。而華人移民到泰國的歷史可追溯至素可泰王朝，1279至 1299 年蘭甘亨國王

在位時，曾邀 500 名中國陶磁工匠到近畿宋加洛設窯燒製瓷器，這是有史以來

第一次有記載的大批中國人到泰國居住並參加生產活動。1在泰國定居的華人，

陸續建立宗親組織，如 1848年在北柳府出現的大兄幫會組織，以反抗統治當局，

其根源就是以姓氏為主的聯合體。在 19 世紀末一些華人開使建造本姓氏的宗祠

與祖廟。2因宗親組織這種血緣性的社團組織，是華人社會組織中重要的一環，

是由具有共同血緣關係或遠祖共同血緣關係的一群人所組成的社會團體。宗親會

組織的形成與發展基本上源自於華人根深蒂固的宗族觀念，來自人們對遙遠的過

                                                      
1張嘉倫，《泰國曼谷華人的台灣意識 - 以台灣會館為例》(台中亞洲大學：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 

究年度論文研討會，2008 年），頁 2。 
2潘少紅，＜泰國華人宗親組織的發展輪廓＞《尋根期刊》，期 3(2008 年)，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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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所建立的共同記憶。3
 

    另外以客家人為例，最早抵達泰國時間，依據《客家雜誌》記載：「明成化

十三年西元(1477年)，閩西汀州客家商人謝文彬，因販鹽下海，遇大風漂至暹羅，

後就在暹羅定居，改名美亞，出任該國嶽坤(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學士)，這大概就

是最早到達東南亞的客人。據 1955 年資料統計，當時泰國的客家華僑、華人就

有約 37 萬人。4
 

    台灣人涉山渡海移民到泰國的歷史軌跡亦必須瞭解，第一批於 1920 年前

後，就有少數的台灣鄉親，擺脫日本人的統治，從各種不同的管道，偕同福建省

的親戚朋友由福州、廈門乘船，離鄉背井到泰國謀生；第二批的移民則多是在中

日戰爭後，身為日本兵的台灣鄉親選擇留在泰國發展，這些人當中有的是軍醫，

便從事醫療工作，大多數會說日文的人，就在戰後在泰創辦的日本公司任職。第

三批則是在 1960 至 1970年這 10年間，台灣旅泰鄉親愈來愈多，不同於前兩批，

大多是帶著工業技術而來，有的被當地技術較為落後的華僑工商業者聘請來泰任

技師、工程師、廠長等等，目前也成為現今泰國台灣會館、台灣商會、暹羅代天

宮，中華國際學校等台商四大團體的主力人物，在旅泰華人中具有一定的影響

力。5第四批則是近 20年台灣旅泰鄉親，投資各種新興行業，範圍較廣，來泰時

間雖短，惟為一股新興華人力量。 

(二) 分佈與職業 

在泰國的城鎮和大部分農村中，都有華人的存在，主要分佈在曼谷與清邁兩

座大城市，他們和泰國各民族的人民有著水乳交融的親密關係，但多年以來，有

大量華裔居民已入泰籍，並擁有泰人姓名。在曼谷華人及擁有華裔血統泰人數目

幾乎佔一半人口，早期生活在曼谷的華人，大都集中在耀華力路一帶，久而久之

那裡便發展為著名的唐人街，長約 2公里，由三聘街、耀華力路、石龍軍路三條

大街以及許多街巷連接而成。耀華力路為拉瑪五世朱拉隆功所建，其原意為「太

子」，中國人把它譯為「耀華力」。6由於華人有經營貿易的才能，對整個泰國經

濟的發展有著重大的貢獻，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曼谷繁華的華人商業區既

是泰國經濟繁榮的主要象徵。 

    在曼谷的各行各業，包括政府機構中的政務人員和公務人員，都有華僑。1994

年 9月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泰國現代人物辭典》，收集了現代泰國政務（包

括政、黨、軍、警界）、聞人、文化教育、體育、金融、企業、科技、藝術各方

面著名人物共 654人，其中有華人姓氏者 392 個，占 59.7%。7雖不能完整的反

                                                      
3楊毓雯，《宗親會探討：沙勞越董楊宗親會與新竹縣楊姓宗親會之比較》（新竹：客家台灣文化 

學會，2004 年），頁 10。 
4徐仲熙，＜論泰國客家華人的歷史＞，《中國評論新聞網》，參照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檢視日期：2013/08/5。 
5張嘉倫，《泰國曼谷華人的台灣意識 - 以台灣會館為例》(台中亞洲大學：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 

究年度論文研討會，2008 年），頁 4-5。 
6＜曼谷唐人街的那些事：起源及形成＞，《北京新浪網》，參照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530/9730439.html，檢視日期：2013/08/1。 
7陳小二、陳宇鋒，＜論泰國華人對泰國社會的貢獻＞《雲南教育學院學報》，期 4(1995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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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現狀，但可以看出華僑在現代泰國社會中所處的地位，目前總理盈拉與她哥哥

前總理塔信為泰國華僑第四代，祖籍廣東豐順。 

    而客家人從事的職業，多數先從種植農作物開始，積蓄小資本後，繼之經營

小商販、小生意、小手工業，再至從事工商企業，逐步發展，從無到有，從小到

大，既有成功，也有失敗。迄今客家人在泰國從事的工商業，尤以皮革、紡織、

金融、鋁制器皿、油業、木材、樹膠、五金製品、鋼鐵、房地產、建築、種植等

工商企業，8均有不少企業成為泰華工商企業的翹楚。如梅縣籍伍氏家族伍班超

經營的泰華農民銀行，成為泰國第二大銀行，擁有國內分行 260家，對泰國經濟

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 小結 

    泰國華人因在泰國生活久遠，所以算是被當地民族同化最高的，再加上泰國

於 1913 年頒布第一部國籍法，該法規定只要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即可入泰國籍，

父母一方為泰國人者；在泰國境內出生者；外國婦女與泰人合法結婚者；外國人

依法歸化為泰籍者。9所以歸入泰籍的華僑越來越多。 

    雖然大部分華僑大多歸入泰國籍，但保留中華文化的一些傳統習俗並沒有改

變，例如過年，泰國人主要以潑水節當作他們的過年，而華人家庭仍然保存每年

農曆 12 月 31日過除夕，保留放鞭炮、發紅包等習俗，甚至泰國人都知道這個習

俗，知道你是華人都會主動跟你要紅包，這種華人文化已在泰國根深柢固。另外

像端午節要吃棕子，曼谷與清邁等大城市都有在賣。 

    也許現在這一輩子的泰國華人經過通婚，已融入泰國社會、政治、經濟等文

化，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感逐漸遠離，以我台灣學者戎撫天對 1975 年 3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的泰國華文報紙刊登的 126 則結婚啟事去做分析，發現華人族內通

婚有 82 例，占 65.8%，族際通婚的有 13 例，占 10.31%(其中華人女性嫁給泰國

人的有 2 例，華人男子娶泰族女子的有 11 例)，另外 31 例無法確定其對象民族

身份，占 24.60%，據戎撫天的說法這 31 例應有相當比例是通婚的。10顯示在當

時通婚例子已不在少數。目前超過 80 歲屬於老一輩的華僑還在，在維持中華文

化固有傳統上仍盡心盡力，尚且一些習俗亦深值在泰國人心中，所以可利用宗親

組織、華人社團來強化華人的認同感。 

 

參、中國在泰國僑務活動分析 

                                                                                                                                                        
77-84。 

8徐仲熙，＜論泰國客家華人的歷史＞，《中國評論新聞網》，參照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檢視日期：2013/08/5。 
9曹雲華，＜泰國華人社會初探＞《世界民族》，期 1(2003 年)，頁 69。 
10戎撫天，＜泰國華人同化問題＞，載李亦園、文崇一等主編，《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下)》，1985 

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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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泰國係 1975 年 7月 1日式建立外交關係，與泰國邦交已有逾 38 年，

近年中國經濟成長快速，其利用多元策略來拉攏駐泰華僑。 

  (一)華文教育方面 

      1.交換留學生 

中國與泰國各學校(高中與大學)目前採取雙方短期(寒暑假)或長期

方式進行語文與學術交流，通常由學校老師帶領學生模式，如 2013 年 3

月泰國那空沙旺皇家師範大學老師及學生至中國重慶長江師範進行為期

3 個月交流，除交換教學心得外，主要目地在提升中文能力，與見識當

地文化。目前這種方式在中、泰雙方已行之有年。 

     2.在泰國學校設置華語課程 

           中國派出外派華語老師與志願老師，到泰國學校進行華文授課，並

由中國駐地區總領館負責協調統籌，對象為具有中華血統的駐泰華人及

當地泰國人，除拉攏具有中華血統的華人，培養對中華文化的興趣外，

亦拉攏非具有中華血統的泰國人，使他們從小瞭解中華文化，例如在清

邁的一些小學、中學每週均有設置華語課程。而在泰期間外派華語老師

並藉著聯誼會表演一些中國歌舞、詩朗誦、京劇、武術和書法等節目，

以吸引在泰華人。 

     3.舉辦華裔青年華夏行活動 

          泰國每年均會派青年代表團至中國大陸參加世界華裔青年華夏行，迄

今(2013)年已舉辦至第 9屆，以加深對中國各方面情況瞭解，並學習語言 

      文化。 

     4.成立孔子學院 

          中國為增進世界各國（地區）人民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瞭解，在世界各

地區成立孔子學院，主要滿足世界各國（地區）人民對漢語學習的需要， 

截至 2011年 8月底，世界各國已建立 353所孔子學院和 473個孔子課堂， 

共計 826所，分佈在 104個國家(地區)。11而目前泰國開設漢語的學校已 

達到 3千多所，其中 2006年起建立 12 所孔子學院和 11所被譽為微型孔 

子學院的孔子課堂。大小孔子學院分佈於泰國南北中要地，對泰國形成 

全面輻射的態勢。主要承擔漢語教學、教師培訓和漢語水準考試，並為 

移民局官員等提供免費漢語培訓。另外舉辦文化活動主要係結合節日慶 

祝活動，例如舉辦泰國大學生漢語演講比賽等。12
 

   (二)文化活動層面 

       1.利用社團聯誼，鞏固組織 

             如 2013 年 7月舉行的泰南潮團聯誼年會(第 5屆，約 300 人參加)

                                                      
11＜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就業前景分析＞，《新東方線網》，參照

http://yz.chsi.com.cn/kyzx/kyzy/201306/20130605/430067906.html，檢視日期：2013/09/16。 
12邢天行，＜泰國孔子學院為何能被打造成全球先進＞，《大紀元評論網》，參照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6/3/n3603820.htm，檢視日期：201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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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拉攏潮籍華人，藉著辦活動聯絡鄉親，以作為增強友誼和促進合作

的一個平臺。 

       2.利用宗親組織，聯絡感情 

             如 2013 年 7 月舉行的宋卡府陳氏宗親會慶祝成立 41 周年暨宗親

常年聯歡會，冀望推動華僑社團團結合作。 

       3.成立各省會館，強化鄉誼 

            如 2013 年 3月泰南廣西會館成立 18周年紀念暨常年聯歡會，冀望

泰國廣西僑民回家鄉探親、旅遊、訪問、經商，企以家鄉之情吸引僑胞。 

(三)小結 

中國政府運用其經濟優勢，利用漢語的學習為平台，迅速拉攏泰國新 

一代僑民語言學習，並藉語言文化交流、中華文化貫輸及社團、宗親組織，

吸引泰僑向心力，其手段運用非常範圍，殊值吾人重視與因應。 

 

肆、臺灣僑務在泰國優劣態勢分析 

 (一)優勢 

       1.泰北是繁體中文占絕對優勢。原國民黨 93師的國軍在 1949 年至清萊 

紮根後，其實清萊、清邁的學生長期使用民國的漢語教材，清萊大同 

中學亦曾被泰國指定編寫北部中文教材。13而我台灣到泰北的義工一

般都是退休的臺灣教師，完全是出於人道關懷自費教學，且要出錢資

助學生，並募集教材等教學工具贈與當地學校。其愛心與師資及文化

素養都是大陸教師不能比擬的。 

       2.雖然都是教漢語，但兩岸的漢學教學畢竟還是有所不同，首先我們是 

教繁體字，具有美感、文化內涵，一些古字的創字具有其中華文化內 

涵，若使用簡體字就不知創字意涵，只有在書寫的時候較快，但現在

是電腦時代，並沒有快慢的問題。另外我臺灣在發音字母教學上亦較

有獨特的教學方式。而大陸為方便外籍人士在短時間內學會說華語，

採取漢音拼音法，卻讓許多外籍學生與自己的母語發音混淆，台灣堅

持注音符號教學，較易學到字正腔圓的國語。   

   (二)劣勢 

1.檢視中國在泰國漢語教學策略，之所以較為成功，主要是像日本、南 

韓國這類國家，文化教育較發達，中國想滲透到教育深層很難，而泰 

國教育程度較為落後，且華裔華僑眾多，泰國想跟中國做生意，並想

獲得中國金錢上的援助，有學漢語的需求，所以中國在泰國廣設漢語

                                                      
13邢天行，＜泰國孔子學院為何能被打造成全球先進＞，《大紀元評論網》，參照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6/3/n3603820.htm，檢視日期：201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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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孔子學院較易受到泰國支持。而且中國還免費提供教學和活動

器材，舉辦新年聯歡、夏令營之類的文化活動，並完全提供學費選派

人去中國進修、讀書，相較於我台灣就屈於劣勢。 

       2.隨著中國大陸國際影響力的提高和漢語熱的興起，漢語逐漸成為世界 

上最為重要的語言之一。在南韓、泰國、新加坡等國家漢語水準已經成 

為學生進入中國大學和當地大學的一項重要憑證，亦為企業人員錄用、 

公費留學、獎學金申請的重要依據。14另外歐美等國家亦興起漢語熱也 

到中國大陸學習簡體字文化，這些無非都是考量日後就業利益與市場競

爭。 

  (三)機會與對策 

      1.賡續既有政策求新求變 

            我臺灣僑務這幾年在泰國仍積極推動相關事務，但現實時空背景轉

換非常快速，若固守傳統窠舊，不思改變，恐被時代所淘汰，我們所要

爭取的泰國華僑，從以前大陸移民過去者，到臺灣人移民泰國者，再來

就是近年中泰合婚的外籍新娘(包含離婚後帶著小孩返回原故鄉)，或者

是台灣人嫁至泰國的這些新一代移民，再者是來台打工的泰勞，多多少

少都有學習到台灣語言與文化，所以在人的部分已有非常重大的改變。 

            爭取對象改變，做法也因有所改變，是一定要花大錢才能爭取到人

心，其實也未必然，應該從人道關懷、善念信仰、文化產業等方面去爭

取認同感，重新審思我們定位。           

2.從娛樂影視吸引新族群 

      台灣文化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多種族群組成以及不同時代背景 

而有多面向的呈現，筆者觀察泰國影視圈與年輕人學習藝人的文化，早

期約在 1991 年之際我台灣連續劇與歌星為泰國電視台播放與歌曲翻唱

最興盛的時代，近期是韓星興盛的時代，但在中國歌曲方面，我臺灣就

略勝中國大陸一籌，一些年輕人就瘋狂迷戀 F4、周杰倫等歌手團體，

我們可利用一些電影、文化，甚至觀光產業來吸引泰國新一代華人族

群，使他們有意願來台灣學習特有的中華文化與學習漢語，認同臺灣。 

      3.利用民間慈善團體 

            一名尼姑在台灣最偏遠貧窮的東部沿海地區創立的社區慈善組織

慈濟，今天已成長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慈善基金會。在國內、國外發

生自然災害時，慈濟總是很快趕到災區伸出援手，2011 年泰國發生嚴

重水災，筆者當時看到很多泰南小村莊都遭受無情的水患，我慈濟泰國

賑災團，分頭救災，有人勘災，有人到收容所發放乾淨的食物，泰國也

是佛教立國，泰國人有著善良的本性，對於臺灣慈善團體的救援是感激

                                                      
14＜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就業前景分析＞，《新東方線網》，參照

http://yz.chsi.com.cn/kyzx/kyzy/201306/20130605/430067906.html，檢視日期：201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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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這是我們台灣優勢也是機會，政府可藉著這些慈善團體，配合漢

語教學，宣揚臺灣漢文化，讓泰國人瞭解我們是發自於內心在關懷他們。 

台灣慈濟功德會於 1996年就開始「泰北三年扶困計畫」，並於 2002

年在雲南鄉親聚集的泰北山區興建完全中學，目前都有招募華語教師來

實施華語訓練，並且著重家庭倫理教育，以及透過藝文教學、靜思語教

學、花道、茶道、環保等人文的潛在課程，涵養孩子優美的品德。故以

人道關懷來走入泰國，確實是我們可以思考一個方向。 

  (四)威脅 

1.大陸來泰國的普通漢語教師，是拿雙份工資，泰國這邊一份，中國那邊 

按照每個月最少 600美金支付一份。最早期，泰國是向臺灣請求提供中 

文教師，由於大陸漢語老師大量進入泰國，且中國大陸補貼相對優渥，

已排擠我臺灣老師的教學資格。雖然像北部清邁、清萊山區，大陸教師

沒有那麼深入，但由於地緣關係，一些貨物交易大多由雲南進入，已接

受簡體字漢語文化，我方的教學方式就會遭到排擠。 

      2.不管是華人或是華僑的子子孫孫，都具有華裔血統，經過半世紀以來，   

        台灣和大陸都在各地爭取華人和華僑的認同，大陸大多具有邦交國與財 

        力優勢，尤其現任泰國執政總理盈拉哥哥戴克辛，於 2001 年接任泰國 

總理後，泰國與中國的關係就有顯著地加強，其有意使泰國定位為中國 

在東南亞最親密的友邦。近年中國亦著手進行東南亞的開發，尤其是與

泰國、緬甸合作，故礙於國際社會的現實，我們只能從民間組織去著手，

但在中國壓力下，泰國政府跟我方合作也逐漸縮減，對我推動僑務工作

是有非常大影響。 

 

伍、結論 

中國大力推動「全球漢語戰略」，透過全方位策略規劃，強力推銷簡體字與

漢語拼音，除對台灣繁體字傳承形成重大威脅外，確實也衝擊海外僑教發展。再

加上中國大陸的經貿成長能力，現在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未來全世界各國

為強奪中國這塊大市場，都在積極學習華語，對我們來說是危機亦是轉機。 

台灣拓展世界華語教學市場，主要就是面臨中國利用外交優勢的夾殺，譬如

台師大和泰國師範大學談妥華語文教師輸出計畫，2012年精挑細選出 20多名具

有合格教師證書的第一批教師前往泰國任教，惟中國大陸卻輸出 500 名華語教

師，搶攻泰國市場。所以我們若以錢、或人數量是絕對比不過中國大陸，惟有採

取以柔克剛，以無形軟實力，來代替對抗。雖然步伐有些緩慢但政府已採取一些

對策，例如由教育部協調行政院各部會，成立「對外華語教學小組」。以及「中

文托福」——華語文能力測驗與華語文師資認證等，台灣與對岸不同點為我們是

民主環境，具有台灣文化特色，利用本文所述優勢與機會，相信我們可以走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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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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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僑臺商回臺投資之政策探討與國際競爭優勢分析 

The Discussion of Taiwanese Investment Policies for Overseas Chinese 

and Nation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dvantages 

 

王騰坤、蔡仰虔 

（國立中正大學助理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助理教授） 

  

摘要 

隨著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特別是近年來東亞經濟整合之進展

對臺灣的影響衝擊正逐漸浮現，規劃具前瞻性的產業發展方向和了解臺灣國際競

爭優勢及其在全球生產鏈上所伴演之角色就愈顯重要。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國

大陸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已逐漸由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市場，其成本優勢不

再，加上保護主義濃厚，對以成本因素考量的僑台商而言已不再是具有絕對優勢

的投資地點。此時我國政府若能夠具體改善投資環境、提出優惠措施，將有助於

提升全球僑台商回國投資的意願，為目前景氣低迷的國內經濟注入一劑活水。 

   本研究之主軸在於探討藉由兩岸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之後，我國政府可以藉由此進

展逐步推動加入區域經濟整合與國際合作，推動與其他國家簽署經貿協定之際，

同時了解及改善本身國際競爭優勢，順勢推出合宜的政策，以強化國內的投資環

境。鑒於目前美國財政懸崖(Financial Cliff)與歐債風暴(European Debt Crisis)的影

響，全球經濟情勢前景不明，我國政府希望藉著國際經濟情勢轉變，以此時機吸

引僑台商國投資。政府當局參考國際作法，規劃「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

設立「自由經濟示範區」等措施，如能藉此時機吸引具競爭力之台商回國投資，

除可直接促進國內投資、增加就業，並可改善產業結構、強化經濟成長動能，使

我國經濟朝向長期穩定成長方向邁進。 

 

關鍵字：全球化、區域經濟整合、國際競爭優勢、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投資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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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endency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ir 

effect upon Taiwan is growing. To establish a competitive investment policy and to 

realize wha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aiwan has in playing its role to the 

global production chain become essential. Meanwhile, Mainland China no longer has 

its cost advantage and transfers its global plants image into global markets. Owing to 

its protectionism, the foreign businessmen reduce their investment desires there. 

This study purpose is concerned, on the one hand, with Taiwan’s joining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fter the signing of ECFA, and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government’s designing industrial policies to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nder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ircumstances of 

uncertainty, Taiwan have to adopt some competitive strategies to draw the overseas 

Chinese invest back there. By these preference policies, Taiwan can improve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reases employment and increase the vigor of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Global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ECFA, Investm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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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中國大陸在經過二十年多年的高速經濟

成長下，原本具有勞動成本優勢的投資環境已較多年前有所轉變，隨著生產環境

逐年惡化，薪資成本的大幅上升、勞動合同法的制定，以及政府部門開始制訂國

內產業規定，並逐步收回原提供之諸多優惠措施等，促使原以中國大陸作為世界

工廠優勢而進行投資的外資（包含台商），開始逐步改變營運策略，甚至離開中

國大陸至其他國家尋求發展。此外，中國大陸工資大幅上揚，環保規定漸趨嚴格

等不利因素浮現，也是許多外資企業考慮或決定外移的因素。例如受到中國大陸

勞動法規的制定，薪資與福利每年上升 15-20%，加以人民幣匯率近 10 年來相對

美元升值約 30％，使美國製造業在中國大陸生產的成本優勢逐漸縮減。 

相對地，美國製造業將因美國勞動力具有相對較佳的素質與生產力，近年來

單位勞動成本的降低與美元匯率維持低檔等因素，使企業開始回流美國。預測在

美國提升競爭力及中國大陸生產成本節節高升的趨勢下，將使「在美國製造」變

得越來越有利。另外為提振經濟景氣，創造工作機會，2012 年 1 月美國總統歐

巴馬發表國情咨文，提出「委外工作轉回美國(Insource Jobs Back to America)」計

畫，對能把工作機會帶回美國的企業提供租稅優惠。 

與美國所推行的產業政策概念類似，我國政府為了提振經濟發展，陸續推動

相關計畫或方案吸引台商回流與外商來台投資。鑒於國內外經濟情勢前景不明，

我國政府希望藉著國際經濟情勢轉變，以此時機吸引具競爭力之台商回台投資。

執政當局參考國際作法，規劃「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如能藉此時機吸

引具競爭力之台商回台投資，可直接促進國內投資，增加就業，並可改善產業結

構，強化經濟成長動能，爭取新興產業發展機會，使我國經濟朝向長期穩定成長

方向邁進。 

「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包含促成海外台商回台投資，增加就業機

會、達到促進國內投資、提升勞動素質與強化產業發展等目標，初步規劃輔助企

業對象為符合自有品牌國際行銷、國際供應鏈居於關鍵地位、屬高附加價值產品

及關鍵零組件相關產業、與跨國公司在台設立研發中心或營運總部等條件之企

業。透過現有職業訓練能量，配合台商需求強化職業訓練措施。這些措施預期可

強化產業發展，維繫與強化高附加價值供應鏈並爭取新興產業發展時間，期能再

創經濟動能，使我國經濟與產業向上發展。 

臺灣政府提出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期能擴大國內投資、增加國內就業、

舒緩產業外移影響，爭取新興產業發展及產業結構優化時間，提升經濟動能。所

謂「返鄉鮭魚」需具備競爭力，才能為臺灣創造附加價值，政府推動產業發展，

一向以產業價值高化及產業結構優化等為擘劃政策之方向。未來政府將持續推動

促進投資、法規鬆綁及投資環境改善等政策，並審慎執行「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

資方案」之資格審查與辦理後續事宜，期能確實吸引具競爭力之台商回台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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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營造良好投資環境，使臺灣經濟與產業具備永續發展之動能。 

一、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建立 

在多邊區域發展與雙邊貿易協議發展趨勢下，為加強國家在全球競賽中的競

爭力，臺灣必須加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進程，以因應臺灣經濟面臨的內在課題與

挑戰。為了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政府規劃設置自由經濟示範區。由於近年來，我

國主要競爭對手韓國積極推動與美國、歐盟、東協等主要經濟體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另一方面，包含以東南亞國協（ASEAN）與中國大陸所建立的區域經濟夥

伴關係之 RECP 已逐漸成形，而由美國主導之 TPP 亦加速推動。在此國際經濟

整合的趨勢發展下，臺灣除了產業亟需調整、升級與創新外，唯有持續進行經濟

的自由化與市場開放，才能在未來的全球經濟局勢中挺立。有鑑於此，臺灣積極

對外洽簽貿易協定、加入區域經濟組織以及排除貿易障礙成為當今及未來的重要

發展關鍵。 

為降低國內對經濟自由化的疑慮，政府主動開辦自由經濟示範區作為自由經

濟之示範，並期許能獲得良好回饋，再將成功經驗逐步推動至全國。自由經濟示

範區是落實「黃金十年」政策之重要策略，並已列入「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其

主要有三大核心理念，包含自由化、國際化與前瞻性。臺灣身為海島型開放經濟

體，對外經貿關係是生存與發展的命脈。面對全球化的趨勢，自由化是競爭的先

決條件，自由經濟示範區將大幅鬆綁對物流、人流、金流、資訊流及知識流的各

項限制，落實市場開放，並發展智慧運籌、國際醫療及農業加值等具有前瞻性的

高端產業活動。 

自由經濟示範區發展重點將以高附加價值的高端服務業為主，促進服務業發

展的製造業為輔，包括：智慧運籌、國際醫療及農業加值。這些經濟活動都有相

當利基及潛力，除了這些產業活動外，示範區內也將推動不限產業別的跨國產業

合作，利用國外資金及高端技術，結合我國產業鏈優勢及商品化能力，開拓大陸

及其他新興市場。根據經建會資料，以下針對智慧運籌、國際醫療及農業加值加

以說明： 

（1）智慧運籌 

    臺灣位於國際與區域航線之重要樞紐，海空設施優質，交通基礎建設完善。

在產業鏈上具國際關鍵地位，在資訊與通信科技產業領域能提供技術、品質高的

各項軟硬體產品與服務。經由運籌業者提供最佳物流服務，可以協助企業提升效

能及降低成本，進而可以擴大服務範圍；搭配創新關務管理機制，可以擴大「前

店後廠」的產業活動範圍。貨品可於示範區外進行重整、加工、製造或組裝等較

深層次的加工，充分發揮我國在高附加價值產品製造方面的優勢。 

（2）國際醫療 

    臺灣醫療環境達國際水準，包括優秀的醫師素質、受國際稱道的健保制度和

先進的醫療技術。醫療價格也極具吸引力，服務亦達高品質水準。亦有語言優勢，

可吸引亞洲區旅客發展觀光醫療，同時可帶動旅遊、購物、健康產業，活絡相關

服務業並促進就業。在不影響國人全民健保權益的前提下，吸引國際人士來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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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症治療、健檢與醫美等相關產業，連帶促進健康飲食、生技醫療、保險法務

等產業發展。 

（3）農業加值 

    臺灣有優質農產加工技術，可讓初級農產品經加工後製成易於儲藏運輸的型

態，或可開發新產品創造新消費型態及新需求，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價值，有助於

開拓國際市場。藉由整合產業上、中、下游及行銷業者，建立可立足全球之農業

品牌，並推動跨域整合，以餐飲業、食品加工業、旅遊休憩等二級製造業或三級

服務業結合初級農業的創新模式，創造農業的新生命。臺灣有育種、栽培、儲藏

機運輸等關鍵技術及研發能量，可提升農業價值鏈。完整的生產履歷可確保消費

者權益，建構作物整合性健康管理及多元推動農產品相關認證體系。 

（4）階段執行 

為了掌握時效及早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將分兩階段推動: 第一階段是以既

有的「六海一空」自由貿易港區「境內關外」為核心，透過前店後廠模式，結合

臨近縣市各類園區，於北中南地區同步推動，充分發揮各地資源及產業特性，擴

大效益。待示範區特別法通過後，即可開展第二階段推動工作，其為建構全面自

由化、國際化的優良經商環境，在推動策略上將聚焦「突破法規框架，創新管理

機制」，包括放寬國外白領專業人士工作限制、農工原料及貨品免稅自由輸出入、

開放服務業市場並放寬投資限制、簡化土地使用並提供租金優惠，以及建置高效

率的單一窗口服務。此外，在符合實質投資的條件下，也允許區內企業在海外所

得匯回、取得專利技術、聘僱國外人才、從事研究發展及設立營運總部，享有合

宜的租稅待遇。 

在示範區內先試推動各項自由化制度與措施的最主要目的在於為了評估可

能的效益與衝擊。某項自由化措施若反應良好，則可嘗試推廣至全國，擴大適用；

相對的，若反應不佳，則可藉此試辦了解到相關的負面影響，以做為未來在政策

規劃上之修正。除此之外，示範區的另一個意涵，是為了示範具前瞻性但截至目

前尚未發揮應有潛力之產業活動，或者是對於外界仍有疑慮之產業活動，先行試

行將結果作為施政考量的依據。制度的改變勢必衝擊臺灣產業經營環境，故經濟

自由化之推動，須採部分地區先行試辦的階段性作法循序漸進。 

貳、東亞經濟整合的趨勢 

    我國是對外貿易依存度相當高的經濟體，國際經濟情勢的變化對臺灣經濟發

展顯得格外重要。近年來東亞區域經貿主義抬頭，臺灣身為東亞地區的一員卻受

到中國大陸以及國際現實環境之影響，無論是所謂「東協+1」或「東協+3」，都

沒有參與的機會。此一發展趨勢的結果，其所帶來的貿易障礙及資本出走，將使

我國經濟與產業面臨嚴重的挑戰。為此，政府相關部門應該研擬適當對策因應，

以防範未來的衝擊，產業界也必須快速調整經營策略與對外佈局。面對全球經濟

區塊化的發展趨勢，政府一定要有因應措施，否則臺灣的國際競爭力就會一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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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的消失，被國際經濟社會所邊緣化，尤其是面對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所以一

定要有積極的作為，一方面徹底自由化及國際化，並改善投資環境，調整經濟結

構，另一方面則是善用中國大陸的優勢條件，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推力。由於「東

協+3」形成後會擴大吸引外資進入投資，以獲得區域內相對便宜的生產資源並爭

奪擴大的消費市場；這不但會排擠外資來台投資，更會吸引臺灣廠商赴外投資，

加速臺灣廠商外移。現今許多國家也紛紛加強與東協的合作，包括美國、澳洲、

紐西蘭、加拿大、歐盟、南韓、俄羅斯和印度等國，都與東協國家具對話夥伴關

係。 

根據國際貿易理論的「貿易創造效果」 (Trade Creation Effect)，由於比較利

益的原因，生產轉到更有效率的生產者，讓消費者可以接受到更多、更便宜的財

貨，而不需要整合。受國內市場保護的產業當障礙消除後即面臨到實際問題，因

為這些產業需與更有效率的生產者競爭。在策略上的涵義為：過去即使比其他國

家都有效率的生產者，無法出口到其他國家，在貿易障礙降低後，現在都可以出

口了，排擠掉沒有效率的產品，因此，對高效率產品的需求增加，對被保護的需

求也增加。由於東協加三區域內的國家彼此貨物關稅降低，甚至降至零，因此區

域內國家之間的貿易會增加。而不是會員國的臺灣，根據「貿易排擠效果」(Trade 

Diversion Effect)，因為貿易會移轉到組織內之會員國來生產，即使非會員國的產

業在沒有貿易障礙下是比較有效率的情形之下，將原本資源使用及生產較有效率

的非會員國國家生產，移轉至生產較無效率之會員國。因為台灣不是會員國，其

所生產的相同產品，由於要附加關稅，價格會相對較高，競爭力降低，將會被排

擠出局。 

東亞地區由於地理位置與臺灣相近以及產業分工密切，是我國最重要的出口

地區，占我國出口比率逾六成。為掌握東亞區域內經貿整合的龐大商機，東亞各

國無不加強區域內雙邊與多邊結盟，其中以「東協+N」的快速進展最受矚目，

當東亞經濟整合規模愈大，對臺灣總體經濟影響就愈深，但臺灣受限於國際政治

因素而無法參與，而這也將阻礙我國未來外貿拓展之競爭力。其次，區域內國家

的生產資源可以免稅相互流通，此舉必定會大幅降低會員國廠商的生產成本，增

強其國際競爭力；而對於位於臺灣的企業而言，生產資源價格會相對較高，是站

在較不公平的競爭基礎之上。如果沒有掌握到關鍵技術或其他方面的競爭優勢，

臺灣廠商的國際競爭力將會較區域內的國家低，在東協加三組成之後，區域內市

場擴大，彼此產業分工合作，有利於區域內企業擴大生產規模並邁向國際；反之，

臺灣企業就沒有這種有利的發展環境。 

    南韓在 2011 年 7 月 1 日及 2012 年 3 月 15 日分別與歐盟及美國的 FTA 分別

生效後，又將跟中國大陸洽簽 FTA 以及範圍更廣的中日韓 FTA，若成功，南韓

將是第一個與美國、歐盟、中國大陸及日本簽署 FTA 的國家。由於中國大陸是

臺灣第一大市場，而我國與南韓產品區隔性小，是我國最主要的貿易競爭對手之

一，依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相關研究報告顯示，南韓若成功與上述的幾個重要經

濟體簽署經貿協定，將對我國造成 607.88 億美元的衝擊; 除了對臺灣出口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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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外，也會間接影響臺灣對外資的吸引力。雖然簽署 FTA 並不是一蹴可及的

政策，絕對有助於我國產業走向世界，並提升拓展國際經貿實力，因此必須積極

推動。面對來勢洶洶的區域經濟整合潮流，未來兩年對臺灣而言非常關鍵。政府

除了應加速完成 ECFA 外，更應以大格局的視野推動自由化，並加速經貿制度的

改革，為經濟注入新的活力，才有可能突破區域經濟整合的瓶頸。 

    在臺灣融入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中，不僅可以將臺灣的經濟效益極大

化，同時也使得東亞各國得以受惠；相反地，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如果少了臺灣將

不夠完整。台灣是全球第十七大出口國，也是東亞國家的重要經濟夥伴，臺灣與

東亞國家間的產業關聯性高，而且也是全球分工體系中重要的成員。在與中國大

陸簽署 ECFA 之後，若能再融入東亞區域整合之中，並持續強化與全球經濟連

結，則對於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整體經貿競爭力，將有一定的貢獻。此外，臺灣

若能維繫其經貿發展實力，並做好全球佈局，則可以透過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在

外商看好臺灣下，將會投資臺灣，除了吸引外資流入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將歐

美國家先進技術帶進臺灣，再透過兩岸經濟深化合作同時提升兩岸技術水準，因

此長期下來對於中國大陸而言也是有利的。 

     兩岸應因應全球化及區域化的趨勢，應該尋求共同參與全球及東亞區域經

濟整合的可行途徑，一同融入東亞區域整合，擴大經貿空間。臺灣除了與新加坡

等主要貿易夥伴積極洽簽經濟合作協議之外，兩岸應加強與東南亞各國雙邊與多

邊經貿互動，尋求一同參與東亞多邊經貿組織的可能性，如清邁協議、東協加三、

東協加六等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等。 

參、臺灣的國際競爭優勢分析 

除了積極推動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及洽簽國際廟協定之外，也必須了解臺灣本

身國際競爭優勢與不足之處，以改善及強化經營環境，吸引外來投資。在本節分

析內容中首先回顧 2012 年臺灣於四個國際評比之表現，依序為瑞士洛桑國際管

理學院之世界競爭力評比、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之投資環境評比、世界經

濟論壇之全球競爭力評比以及世界銀行之經商環境評比，做為我國在國際競爭的

評比判斷分析。 

1.世界競爭力評比 

世界競爭力評比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發起於 1989 年，是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所設立之世界競爭力研究中心（Word Competitiveness Center）針對世界上主要經

濟體每年出版之世界競爭力評比，來評斷其經濟發展的實力。在 2012 年瑞士洛

桑管理學院的國際競爭力報告中，2012 年臺灣整體競爭力總評在 59 個經濟體中

排名第 7，成績依舊很亮眼，不過較 2011 年退步一名。在亞太地區 13 國中，僅

次於香港（第 1）、新加坡（第 4），明顯領先韓國（第 22，與上年同）、中國大

陸（第 23）與日本（第 27）。從世界競爭力評比中具體指出臺灣的競爭優勢與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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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以及未來需要改進的方向，值得政府與全民共同努力。 

世界競爭力評比是由 4 個核心價值來分析各國之競爭力，其分別為效率

（Efficiency）、選擇（Choice）、資源（Resources）和目標（Objectives），並以 4

個維度來參照比較，分別為經濟體之吸引力與積極度（Attractiveness vs. 

Aggressiveness ）、經濟體之內部整合度與全球化程度（ Proximity vs. 

Globalization）、經濟體資源與發展進程（Assets vs. Processes）以及支持冒險傾向

與社會凝聚力（Individual Risk-Taking vs. Social Cohesiveness）。其具體之四大項

目分別為「經濟表現」（Economic Performance）、「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iciency）、「企業效能」（Business Efficiency）和「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於各大項目下又有若干子項，每一子項再以多個具體數據加權衡量。 

此外從分項來看，臺灣在「經濟表現」中排名第 13，較 2011 年跌落 5 名，

凸顯以出口為導向的開放經濟體易受國際經濟風暴衝擊。。受全球景氣低迷影

響，「國內經濟」、「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分別退步 13 名、10 名和 12 個名次；

「就業」部分表現持平，退步 1 名；「物價」表現亮眼，進步 6 名，顯示在不景

氣的大環境下政府對抗通膨之表現可圈可點。「政府效能」排名第 5，較去年進

步 5 名，主要是「企業法規」進步 10 名，「公共財政」及「社會架構」也小有進

步。「企業效能」退步 1 名，然「企業效能」仍為臺灣最具競爭力之部分，肯定

我國民間企業的世界競爭力，特別是「經營管理」得到認可，取得世界第 1 之評

價；然而「生產力與效率」和「勞動市場」分別退步 9 名和 5 名，由於此 2 項指

標和生產力息息相關，顯示在生產技術或是勞動力分配上都還有進步的空間。「基

礎建設」進步 4 名，子分項表現大致持平，「技術基礎建設」和「科學基礎建設」

得到認可，分列 4、7 名，「基本建設」、「醫療與環境」和「教育」都還有進步空

間。有關各項評比之排名可參考表 1。 

 

表1 臺灣於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評比之排名 

分項\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2 年排名

進步（+）/

退步（-） 

整體競爭力 13 23 8 6 7 -1 

經濟表現 21 27 16 8 13 -5 

國內經濟 21 41 17 5 18 -13 

國際貿易 28 30 10 5 15 -10 

國際投資 44 50 39 31 43 -12 

就業 22 21 25 17 18 -1 

物價 14 11 12 13 6 +7 

政府效能 16 18 6 10 5 +5 

公共財政 17 19 13 20 16 +4 

財政政策 3 5 3 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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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體制 23 20 14 13 15 -2 

企業法規 27 38 24 28 18 +10 

社會架構 31 29 19 25 22 +3 

企業效能 10 22 3 3 4 -1 

生產力與效率 7 25 5 3 12 -9 

勞動市場 8 21 11 7 12 -5 

金融 18 19 7 11 11 +0 

經營管理 16 24 4 3 1 +2 

基礎建設 17 23 17 16 12 +4 

基本建設 19 27 21 18 18 +0 

技術基礎建設 5 11 5 6 4 +2 

科學基礎建設 4 8 5 7 7 +0 

醫療與環境 32 39 24 27 26 +1 

教育 19 27 23 25 24 +1 

資料來源：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2012 年 5 月） 

 

接下來，單獨從臺灣之競爭優勢來看，可參考表 2。經濟表現部分的「消費

者物價通膨」表現優異，顯示了政府對付通膨成效有目共睹。「政府效率」評比

部分的「消費稅率」、「外匯存底」也是臺灣優勢，此外，有關「公司開辦便利性」

也得到認可。在「企業效率」部份「管理者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社會責任」排

名高居全球第一，顯示臺灣企業家之努力受國際肯定；其他強項包括了「國外創

意接受度」、「注重消費者滿意程度」、「社經改革充分了解」、「股票市場健全」、「銀

行部門資產」、「公司全球布局」、「公司經營彈性」和「股市市值占 GDP 比率」。

在「基礎建設」部分，「高科技出口」、「高等教育人口比率」、「校園科學風氣」、

「技術發展資金充足」、「每單位資本研發人力」、「扶養比」、「每 10 萬人專利比

率」、「企業創新能力」和「企業創新能力」皆排名世界前 5 名，說明了臺灣的競

爭力來源以及優勢所在。 

 

表2臺灣於2012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評比之優勢指標 

經濟表現 
排

名 
政府效率 

排

名 
企業效率 

排

名 
基礎建設 

排

名 

消費者物價

通膨 
4 消費稅率 4 

管理者企業

家精神 
1 

高科技出

口 
3 

研究與試驗

發展技能外

移疑慮 

6 外匯存底 4 
企業家社會

責任 
1 

高等教育

人口比率 
3 

經常帳結餘 8 公司開辦 5 國外創意接 2 校園科學 4 



87 
 

占 GDP 百分

比 

便利性 受度 風氣 

生產外移疑

慮 
10 總稅收 6 

注重消費者

滿意程度 
3 

技術發展

資金充足 
4 

服務外移疑

慮 
12 

公司實質

稅賦 
7 

社經改革充

分了解 
3 

每單位資

本研發人

力 

5 

貨物出口 13 營所稅率 8 
股票市場健

全 
3 扶養比 5 

失業率 13 資本成本 8 
銀行部門資

產 
4 

每 10 萬人

專利比率 
5 

景氣循環復

甦強度 
13 

經商法規

限制 
9 

公司全球布

局 
4 

企業創新

能力 
5 

貿易占 GDP

比率 
15 

勞動僵固

性 
9 

公司經營彈

性 
4 

企業創新

能力 
5 

  
有效個人

所得稅率 
10 

股市市值占

GDP 比率 
5 

固定寬頻

費用 
7 

資料來源：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2012 年 5 月）、全球台商服務網，中華經濟研究院整理。 

 

2.投資環境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Business Risk Report）是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 , BERI）針對 50 個主要國家以數據資料來衡量投資

環境，每年發布三次報告。評比分為三大面向，分別為「營運風險指標」（Operations 

Risk Index）、「政治風險指標」（Political Risk Index ）、「匯兌風險能力」（Remittance 

& Repatriation Factor），並總結出「投資環境評比」之評估。 

在表 3 的評比中，「投資環境評比」總評，2012 年臺灣列於 1B 等級，排名第

4，僅次於新加坡、瑞士以及挪威。BERI 對於投資人的建議是持續投資，並表示

我國將積極對外簽署更多的自由貿易協定，包括與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諮商可望

加速推動，且兩岸關係在未來 5 年仍處於穩健的水準。 

「營運風險指標」則排名全球第 2。根據 BERI 表示，我國營運條件優越，且

競爭力正逐漸提升；另在物流表現指數也上升。未來兩年臺灣政府將持續推動基

礎建設計畫，並大力發展再生能源與綠色產業，政府也將持續鬆綁陸資來台投資

限制，臺灣將建構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展現金融業的發展利基。另外，政府推

動民間融資提案制度(PFI)，可望有效吸引民間基金投資公共建設。 

「政治風險指標」則排名全球第 8，次於新加坡、瑞士、奧地利、挪威、芬

蘭、澳大利亞及德國。另外，BERI 表示，我國政治穩定、風險低，且將繼續與

一系列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自解除美牛進口臺灣禁令後可望與美國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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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貿易協議（TIFA）諮商；我國與日本也於 2013 年 4 月簽署「臺日漁業協定」。

而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短期內將維持密切，所以 BERI 預測也大膽預測，臺灣政

治風險將持續降低。 

「匯兌風險能力」排名全球第 4 名，次於荷蘭、瑞士及新加坡。BERI 表示，

我國貨幣政策穩定，匯兌風險低。貿易順差表現還會更強。並預期臺灣將繼續推

動外人投資自由化措施以吸引外資來台，外人投資金額將年年增加。而未來 5

年臺商將擴大對鄰近國家之投資，緬甸將是優先投資之國家。 

 

表3臺灣於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投資環境評比之排名 

分項\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4 月) 
2014* 2018* 2023* 

投資環境

評比 
5 4 4 3 4 3 3 3 N.A. 

營運風險

指標 
9 5 3 2 2 2 2 2 N.A. 

政治風險

指標 
11 13 11 6 8 7 6 7 11 

匯兌風險

指標 
5 4 3 4 4 2 3 2 N.A. 

  註：*：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彙整 

 

3.全球競爭力評比 

全球競爭力評比（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每年公布之全球競爭力排名，於 2012 年涵括了 144 個國

家。WEF 將競爭力定義為決定一個國家生產力的因素之集合，其具體衡量指標

為 12 個面向下共 111 細項，有靜態也有動態的元素，不僅僅只是衡量一個國家

的所得，並解釋了經濟體成長的潛力。 

全球競爭力評比衡量指標的 12 個面向分別為「公共制度」（Institutions），其

指稱內容主要針對政府表現；「硬體建設」（Infrastructure）；「總體經濟環境」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健康與基礎教育」（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指標的是基本勞動力；「高等教育與人才培訓」（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商品市場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指稱的是市場結構是否

健康；「勞動市場效率」（Labor Market Efficiency）；「金融市場發展」（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科技完備度」（Technological Readiness），衡量的是經濟

體是否能及時的應用最新科技，特別強調 ICT 於產業與生活的應用；「市場規模」

（Market Size），不只是國內，還考慮了貿易下國外市場；「商業成熟度」（Business 

Sophistication），其關心的是商業網路的互動與個別廠商營運及策略；「創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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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聚焦於技術上的創新。 

其次，從 12 個面向中可歸納為 3 大分類，其中「公共制度」、「硬體建設」、

「總體經濟環境」和「健康與基礎教育」屬於第一類的「基本條件」（Basic 

Requirements），是先天條件驅動經濟體的成長關鍵；「高等教育與人才培訓」、「商

品市場效率」、「勞動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科技完備度」和「市場規模」

屬於第二類的「效能提升潛力」（Efficiency enhancers），是效率驅動經濟體的成

長關鍵；「商業成熟度」和「創新程度」屬於第三類的「創新與成熟指標」（Innovation 

and Sophistication Factors），是創新驅動經濟體的成長關鍵。不同發展程度的經

濟體其賴以成長的動力不同，隨著經濟體的發展，「基本條件」影響比例下降，「創

新與成熟指標」的重要性上升，評價「整體競爭力」所給的權數也會調整。WEF

以每人 GDP 作為經濟體分組的依據，臺灣被歸類於創新驅動經濟體。 

有關 WEF2012 年臺灣評比結果，可參考表 4，顯示出 2012 年我國的「整體

競爭力」持平，排名第 13，且競爭力分數連續 3 年進步。自 2008 年以來，先後

受到美國金融海嘯、歐洲債務危機之影響，全球經濟疲弱不穩，先進國家及新興

國家經濟都受到衝擊，進而也影響到競爭力表現。我國全球競爭力連續 3 年排名

穩定，WEF 認為我國競爭力仍然強勁，並且在亞太地區(新加坡、香港、日本、

韓國和澳洲)中表現優良的經濟體之一，可見在我國政府與人民共同努力之下，

我國競爭力依然堅實。前 10 名的 26 個細項中，我國有 10 項居前 5 名，包括：

產業群聚、當地市場競爭度、通膨率、金融業能提供低廉服務費之競爭力、瘧疾

發生率等。其餘 16 項中，政府行政法規累贅程度(10 名，進步 20 名)與開創新事

業需要的行政程序(8 名，進步 26 名)的排名都大幅躍升，顯示政府長期推動提升

行政效能、法規鬆綁、增加企業經商便利度之努力已獲初步成效。而我國也有需

加強的部分，分別為持續改善體制架構、穩定總體經濟環境，尤其是應減少政府

赤字，以強化財政狀況。 

另外，全球競爭力評比報告中透過問卷調查影響企業的主要因素。發現有

18.8%的人認為政策不穩定是影響企業經營最主要的因素，其次為勞工規範限制

過多（14.3％）、政府缺乏效能（14.0％）、創新能力不足（9.2%）、稅率（8.7%）。

相較於 2011 年，政策不穩定及政府缺乏效能仍是主要影響企業經營的因素，而

勞工規範限制過多亦從去年的 9.4%大幅上升至 14.3％，而創新能力不足，亦是

2012 年臺灣企業面臨的主要問題。展望未來，全球經濟前景不確性仍高，政府

將全力提振經濟，並加速調整經濟結構，力求我國優勢項目的保持，對於較弱的

項目，將儘速積極檢討、改善。 

 

表4 臺灣於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評比之排名 

分項\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2 年排名

進步（+）/

退步（-） 

整體競爭力 17 12 13 13 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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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條件 20 18 19 15 17 -2 

公共制度 40 38 35 31 26 +5 

硬體建設 19 16 16 20 17 +3 

總體經濟環境 18 25 21 22 28 -6 

健康與基礎教育 20 15 11 11 15 -4 

效能提升潛力 18 17 16 16 12 +4 

高等教育與人才培

訓 
13 13 11 10 9 

+1 

商品市場效率 14 14 15 11 8 +3 

勞動市場效率 21 24 34 33 22 +11 

金融市場發展 58 54 35 24 19 +5 

科技完備度 15 18 20 24 24 +0 

市場規模 16 17 17 16 17 -1 

創新與成熟指標 8 8 7 10 14 -4 

商業成熟度 12 13 13 13 13 +0 

創新程度 7 6 7 9 14 -5 

資料來源：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8 〜 2012). 

 

4.經商環境評比 

經商環境評比（Doing Business）是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於每年年

底所發行之報告，內容為比較各國政府施政與法規對商業活動之影響，含括 11

個主題（其中「雇用員工」之評比不計入排名）與 185 個經濟體。由於調查內容

及評比專業客觀，明確且合理的法規管理有助於商業活動發展，而商業活絡程度

又是現代國家經濟成長的關鍵。因此逐漸成為各國政府、企業及其他國際競爭力

調查機構的重要參考依據。 

「2013 經商環境報告」係評比自 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5 月間，全球 108

個經濟體所進行的 201 項經商環境改革，請參見表 5。我國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 EoDB)總體排名為全球第 16 名，臺灣之總排名進步 9 名，主要

是其中 3 個主題改善幅度顯著: 1.「申請建築許可」從第 87 名上升到第 9 名，主

要是臺灣將採用建築風險管理分級措施，在 2012 年 3 月將「倉庫建築單一窗口

發照中心」擴大為「五層層樓以下（工廠倉儲/辦公服務類）建築單一窗口發照

中心」，大幅簡化申請程序並縮短許可時間；2.「投資人保護」從 79 名上升到 32

名，主要是修正發布「公司法」第 8 條（幕後董事規範）、第 206 條（董事於董

事會說明自身利害關係之義務）、「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公司負責人違背職務

之刑事處罰），金管會 2 月修正公布「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強化關係人交易規範）。3.「繳納稅款」從 71 名進步到 54 名，主要是世界銀

行採認交通部建置汽車燃料使用費有線上繳納機制，並認可財政部簡化報繳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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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所得稅等措施。 

 

表5 臺灣於世界銀行發佈的經商環境評比之排名 

分項\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3 年排名

進步（+）/

退步（-） 

經商容易度總

評 
61 46 33 25 16 

+9 

開辦企業 119 29 24 16 16 +0 

申請建築許可 127 97 95 87 9 +78 

電力取得 NA NA NA 3 6 -3 

財產登記 26 30 32 33 32 +1 

獲得信貸 68 71 72 67 70 -3 

投資人保護 70 73 74 79 32 +47 

繳納稅款 100 92 87 71 54 +23 

跨境交易 30 33 17 23 23 +0 

執行契約 88 90 90 88 90 -2 

破產處理 11 11 10 14 15 -1 

資料來源：2013 經商環境報告 (Doing Business 2013)，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 

 

近年來我國政府對於推動經商環境改革之努力，深獲國際肯定，由於經商環

境的便捷化與透明化，不僅是優良投資環境的基石，在 APEC 大力倡導之下，更

已經成為區域經濟整合的共識基礎。其中促進經商法制與國際接軌，更是臺灣推

動國際化及加入區域經貿組織的重要步驟，也將是行政團隊持續努力的方向，並

以晋升至全球總體排名前十名為目標。 

為提升強化我國經商環境，政府相關單位於 2013 年 1 月 29 日召開會議研商，

針對後續四年之經商環境改革工作，提出改革的構想及提出改革項目，主要分為

法制改革及程序改進兩方面。在改革法制方面，政府將落實電力專業管理機制，

強化連接電力安全性；建構現代化動產擔保交易制度，便利企業取得融資；降低

少數股東提起救濟難度，強化投資人保護法制；以及整備公司重整及破產於單一

法典，以提升債務清理效率。 

在經商程序改進方面，政府將推動公司登記線上申辦全面無紙化改革，提升

民眾利用普及率；精進建築許可單一窗口功能，提供完善便利服務；整合地政登

記及繳納稅捐於單一窗口，便利財產登記；提升關港貿資訊單一窗口系統功能，

便利企業跨境貿易；持續簡化營所稅報繳措施，提升企業納稅便利性；並推動司

法行政改革，以加速法院處理商業契約紛爭效率。 

未來臺灣應積極與其他貿易夥伴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來改善經商環境，雖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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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環境評比沒有區域整合指標，但有「跨境貿易」的指標作用，如果簽署自由貿

易協定可以讓貿易流通更為簡化、順暢、快速，也有利於經商環境評比，期許我

國政府與人民共同努力。 

 

肆、黃金十年國家願景 

政府近期所推動的「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計畫從過去忽略的關鍵因素當作

核心價值出發，以「創新」、「開放」與「調結構」當作關鍵驅動力。「創新」是

為了創造更多新的成長源，讓生產要素重新組合，創造新的價值，促使經濟、社

會轉換到另一高速成長的階段，內容包括：發展科技創新；推動品牌創新；進行

產業創新，發展數位匯流等具優勢產業；推動金融發展與樂活農業。加速教育革

新，推動世界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並發展臺灣成為東亞高等教育重鎮

與華語文輸出大國；均衡人才供需，加強人才培育，提升勞動生產力；建置新世

代知識公共建設；加速跨域加值財務規劃；健全財政。 

「開放」是為了吸納外在的機會與資源，同時藉由內部重建激發內在發展潛

能，促使國家、社會往更高發展階段邁進，內容包括：規劃自由經濟示範區、鬆

綁企業經營投資相關法規；促進觀光產業升級，讓國際觀光客體驗臺灣魅力；加

速經貿結盟，推動經濟合作協議(ECA)、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積極進行

ECFA 後續協商；加強兩岸產業價值鏈合作；開拓新興市場商機。「調整產業結

構」的目的在因應外在環境改變、本身發展階段之遞移、既往發展階段產生之各

項經濟、環境、社會、政治等衝突、摩擦，促使國家可以在不同發展模式之下達

到更高的發展目標。內容包括：調整產業結構、均衡區域發展、改善所得分配和

打造樂活家園。促進產業結構朝多元、高值、低碳發展，邁向製造業服務化與綠

色化、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與傳產維新。 

「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的規劃思維是讓臺灣從「效率導向」邁向「開放創

新」的成長驅動模式；隨著臺灣進入已開發國家行列，要將焦點由「GDP」轉向

「GNH」；隨著生產技術與勞力素質的提升，國力擴展要從「硬實力」擴及「軟

實力」與「巧實力」；國際經貿互動愈趨頻繁，經貿拓展模式要從「自力發展」

到「策略聯盟」。 

未來目標政府積極推展對外洽簽 FTA/ECA，積極融入區域經濟整合，落實「壯

大臺灣、連結亞太、布局全球」策略，期於 2016 年(民國 105 年)達成我國與 ECA

簽署國的貿易額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 5 成；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逐步創造

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的有利條件，並積極尋求 TPP 成員國與我展開談

判；多元化出口產業與分散進、出口市場，建置市場行銷整合網路，發展成為全

球優質平價產品的營運樞紐；推動與亞太產業供應鏈之串接合作，強化在臺企業

全球運籌能力，打造臺灣成為亞太區域物流及供應鏈資源整合的重要據點；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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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投資相關法規，建構具創新發展的優質投資環境；加強國際租稅交流，推動

洽簽租稅協定，強化國際關務合作。 

「黃金十年國家願景」之最終目標為打造繁榮、和諧、永續的幸福臺灣。透

過「活力經濟」、「全面建設」與「廉能政府」等三大願景，打造「繁榮臺灣」，

具體實現「富民經濟」，使人民享有所得財富、生活品質、文化水準及心靈發展

的全面富足；產業結構充分升級，法規制度接軌國際，成為全球的創新中心與運

籌樞紐。透過「公義社會」、「和平兩岸」與「友善國際」等三大願景，建構「和

諧臺灣」，致力追求族群和諧、世代和諧、環境和諧、區域和諧、兩岸和諧與國

際和諧，展現包容、關懷、公義的核心價值，實現經濟成果的全民共享。透過「優

質文教」、「永續環境」等兩大願景，營造「永續臺灣」，以永續支持成長，成長

延伸永續，讓國家發展生生不息，經濟與環境共存共榮，文化與知識水準持續深

化、累積，國家發展永續綿延。 

 

表6 「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政策整理 

活

力

經

濟 

開放布局 
推動經濟自由化，逐步創造有利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的條件 

科技創新 
透過深化基礎關鍵技術研發，塑造產業創新環境，全面提

升國際競爭力 

樂活農業 
發展高效、綠能、新型態的農業，兼顧經營效益與資源永

續利用 

結構調整 
朝「投資」、「消費」、「出口」三引擎之模式發展，促進產

業結構多元化 

促進就業 
致力提高勞動參與率，活絡勞動市場機制，促進人力資源

有效運用 

穩定物價 持續監控、維持國內重要民生物資供應及物價穩定 

公

義

社

會 

均富共享 致力改善所得分配，讓全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平安健康 
建立永續健保制度，合理配置醫療資源，精進醫療照護體

系，維護民眾生活 

扶幼護老 
落實托育教保服務，健全長照服務體系以完善身心障礙者

照顧及支持服務體系 

族群和諧 
全力維護族群文化永續發展，扶植特色產業，創造多元族

群和諧共榮社會 

居住正義 
透過建立符合社會公義之整體住宅政策，營造具美感及永

續觀念的城鄉環境 

性別平等 
落實性別平權，打造性別平等共治、共享、共贏的永續社

會 

廉

能
廉政革新 

積極回應人民對廉政革新期待，推動全民「人權主流化」

觀念，加入國際廉政、反貪組織，持續如期推動各項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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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改革方案，建構公正友善司法環境 

效能躍升 

藉由提升政府機關與機關、機關內部及機關與民眾間行政

效能，拓展各機關創新與整合服務，以深化政府服務水準，

打造彈性、效能、具競爭力的政府。 

優

質

文

教 

文化創意 

健全文化創意產業環境之發展整備，加強文創人才之訓練

與育成，打造文化創意產業為華語文市場之領航者，並建

立國家品牌形象 

教育革新 
打造臺灣成為東亞高等教育重鎮，邁向華語文產業輸出大

國，培育具國際競爭力之優質人力 

永

續

環

境 

綠能減碳 推動低碳家園，倡導節能減碳新生活，全民綠色消費 

生態家園 建立永續發展國土規劃，兼顧開發、保育及防災需求 

災害防救 

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核能安全防護、整體性治山防洪、水

土資源保持；提升災害防救能力及效率，強化災害預警及

疏散撤離能量，建構安全的環境 

全

面

建

設 

基礎建設 
推動產業發展所需之基礎建設，打造智慧化、低碳化之高

值創新產業園區 

海空樞紐 
提升國際門戶之國際競爭力，打造臺灣成為東亞海空樞

紐，並帶動產業轉型 

便捷生活 建構便捷交通環境、營造全面數位匯流環境 

區域均衡 
發展各區域之優勢產業並強化所需之公共建設，大幅為區

域加值 

健全財政 
財政更健全、賦稅更公平，積極開源節流，有效縮短財政

收支缺口 

金融發展 
打造前瞻穩健之金融體系，滿足多元之金融需求，全面提

升金融消費者權益 

和

平

兩

岸 

兩岸關係 

循序推動有助兩岸正常往來與良性互動的兩岸協商及交流

措施；並善用兩岸優勢，積極參與區域與全球經貿活動，

壯大臺灣 

國防安全 

持續厚植國防實力，以「穩中求勝」的戰略思維，積極推

動募兵制、組織調整及籌購必要武器裝備等，建構足以嚇

阻敵人來犯的可恃戰力，確保國家安全 

友

善

國

際 

擴大參與 
積極與主要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與推動加入跨太平洋夥

伴協定 

人道援助 
善用我國醫療公衛、農漁業等強項協助友邦及開發中國

家，強化國際合作 

文化交流 
促進國際學術、語文、體育交流合作，發展多元國際交流

與傳播臺灣人文思想 

觀光升級 優化觀光產業品質，並發揚以臺灣多元資源與風貌為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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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光特色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伍、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有鑒於金融海嘯所引爆的歐債危機造成全球經濟動盪、中國大陸等新興市場

成長減速、工業國家經濟成長不如預期、區域經濟整合興起影響出口等外在挑

戰，以及國內經濟產業結構失衡及人力供需失調等內在問題，行政院於 2011 年

2 月間成立「國際經濟景氣因應小組」，召開多次跨部會會議，以「體制調整」

與「法規鬆綁」為主軸，規劃完成能夠同時兼顧短期與中、長期經濟發展的「經

濟動能推升方案」，作為未來落實推動的重要依據。2011 年 8 月在國際經貿、能

源、金融、會展與觀光、人力資源等五大面向的「財經議題研商會議」結論中達

成共識。2012 年 9 月 11 日行政院公布「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以五大面向擬定

政策方針：「推動產業多元創新」、「促進輸出拓展市場」、「強化產業人力培訓」、

「促進投資推動建設」和「精進各級政府效能」，分別簡述如下。 

（1）推動產業多元創新 

首先，在產業構面上，提出「推動產業多元創新」策略，將以「製造業服務

化」、「服務業國際化、科技化」及「傳統產業特色化」等為三大主軸，並優先篩

選出亮點產業，作為推動前述「三業四化」(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與國

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主軸的示範計畫，協助產業轉型為多元結構。第一階段

先由經濟部分別就三業四化主軸推出示範亮點產業，第二階段(2013 年起)進一步

擴大，發揮引領的效果。目前已篩選出智慧生活產業、製造中心（工具機）產業、

低溫物流產業、資訊服務產業及創新時尚紡織等產業，未來並據以發展高附加價

值及知識勞力密集的產業，進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提升所得。  

第一階段示範亮點產業如下： 

1.智慧生活(製造業服務化)：發展雲端系統解決方案，並培植智慧生活雲端

服務產業(如電子內容產業、教育服務平台、APP 應用服務等)，以推動國內資通

訊科技(ICT)製造業透過服務加值發展。 

2.工具機(製造業服務化)：提升業者設計開發與驗證的能力，並推動智能化

加工服務中心，以提高工具機業者的服務能量。 

3.物流產業(服務業科技化)：除導入各種先進低溫設備外，並應用雲端技術

建立全程溯源保鮮追蹤系統，以支援臺灣農產品爭取海外市場商機。並融合 ICT 

優勢及淺層加工，成為特定工業產品(如汽車)之區域進出口中心。 

4.資訊服務(服務業國際化)：提升業者的顧問服務能量，並推動業者形成合

資公司，以擴大海外行銷通路。 

5.創新時尚紡織(傳統產業特色化)：運用全國 5 個快速設計打樣中心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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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快速連結下游市場，補足其設計與行銷之缺口，為紡織產品注入科技、設計、

品牌與通路等元素。 

此外，為善用臺灣中小企業的豐沛活力，我們將著眼扶植以中小企業為核心

的 「千軍萬馬」，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在既有培植中小企業基礎上，強

化營造優質環境、厚植創新能耐、建構多元培訓網絡及增強財務融通機制，找出

產品的關鍵生產技術，並參考德國「中堅企業」亦稱「隱形鬥士（Hidden 

Champions）」的經驗與特質，協助企業在專業領域占有無可取代之地位，進一步

提升中小企業的全球競爭力。預計 3 年內重點輔導 150 家以上具潛力之中小企業

群。另外，發展具兩岸特色之金融業務及以臺灣為主之國人理財平台，活化金融

永續發展；規劃推動「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輔導農民進行農業節水生產。針

對具豐富在地發展脈絡的非科技產業，涵蓋農業、工業與服務業等 50 項傳統產

業範疇，推出「傳統產業維新方案」，希望藉由創新、跨領域整合、新市場通路、

新文化美學元素等輔導轉型方式，讓傳統產業重拾動能，轉型為新的活力產業。 

在產業特色化的發展上，為提升我國觀光國際品牌效應，催生民國 105 年達

到 1,000 萬國際旅客來台的目標。此外，將活化金融、發展具兩岸特色的金融業

務，以及發展樂活農業示範區，同時促成減少對地下水之依賴，推動我國農業的

特色化。為協助產業提高國際競爭實力，也將加速促成學界各領域許多優異的研

發成果應用於產業，積極落實產學研究合作。 

政府擬定傳統產業維新方案及推動計畫，重新審視傳產政策及探討維新方

向，並預計於 五年內維新 50 項產業，第一階段提出十二項傳產維新推動計畫，

涵蓋農業(1 項)、服務業(3 項)及工業(8 項)，分別是：農遊國際化、傳統旅館摘

千星、保鮮溯源物流服務、餐飲老店故事行銷、臺灣製產品(MIT)品牌服飾、新

穎時尚 LED 燈具、智慧小家電、安全智慧衛浴器材、數位手工具、生質(安心)

塑膠產品、幸福點心及精微金屬製品等。 

（2）促進輸出拓展市場 

在輸出構面部分，政府將推動「促進輸出拓展市場」策略，針對新興市場規

劃佈點、拓銷及通路，預計推動 12 個整合示範案件，強化新興市場資訊與需求

之研究調查，針對重點新興市場之主力及二、三線城市，以及東協及穆斯林市場

進行市場規模、消費偏好及商機等研究，積極於新興市場且無駐外商務單位之商

業城市增設據點，2012 年增設科威特、印度加爾各答等 2 個據點，2013 年起推

動籌設緬甸據點，並積極評估於巴西、菲律賓及其他具有高度發展潛力市場增設

據點。與領導廠商共同拓展新興市場，改變我國出口結構。協助業者布建通路，

與新興市場當地大型通路商長期合作設置「臺灣優質產品展售區」約 48 個。提

升臺灣在新興市場之產業形象，以跨媒體多元創新之整合行銷傳播方式辦理約 8

場推廣活動，如：結合運動賽事、運用社群媒體等，來宣傳臺灣形象產業。 

此外，積極推動整合示範案例，遴選領頭廠商帶領其他廠商，以水平或垂直

整合模式共同拓展新興市場，預計推動 12 個整合示範案例，其推動自由貿易港

區多元發展的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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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港務公司轉型發展多角化核心業務：以相關國家港務經營機構(如杜拜

環球港務集團 DPW、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 PSA 等)為標竿，參考其營運經驗，

成立物流子公司，經營公共倉儲並吸引國內外物流業者進駐，拓展運籌業務。 

2.擴大自由貿易港區營運面積：規劃設置臺中港港埠發展專業區 82.5 公頃，

高雄港南星計畫第一期 53 公頃等自由貿易港區。 

3.鬆綁及革新法規制度：持續檢討自由貿易港區法規，以全面發展自由貿易

港區轉口貿易、區域配銷、檢測維修及加值出口等產業營運模式，提高經營效益。 

透過產業多面向的互動整合，強化服務輸出的競爭力，協助具國際競爭力的

服務業進行海外行銷推廣；另將爭取 1,000 場次之國際會議與展覽在臺舉辦，促

成周邊產業 900 億元之商機。同時並規劃產業可結合「臺灣觀光年曆」之節慶及

民俗活動等，提升臺灣觀光業品質。為協助產業能夠於知識經濟時代創造持久優

勢，政府亦將積極擬「智財戰略綱領」，完備基礎建設，達成讓臺灣成為亞太智

財創造與運用強國之願景。 

（3）強化產業人力培訓 

在人力構面上，推動「強化人才培育訓練」策略，將透過擴大引進業師，推

動工業基礎改進技職教育等策略，與產業發展需求結合；為解決長期以來人才培

育能量與產業發展需求存在結構問題，將發展人力加值產業、積極推動「縮短學

訓考用落差方案」，強化產學合作；執行「青年人才培訓深耕方案」，協助青年

提升就業力；建置職能基準及營運能力鑑定，強化產學訓之銜接，推動產業導向

之產學合作等，，並持續進行技職教育再造第2期方案，整合高職及科技校院教

育政策體系，從「精緻卓越」、「務實創新」、「國際移動」、「永續發展」等

四個面向訂定八個策略，落實技職教育政策一體化及科技大學技職化，讓技職體

系成為培育 「世界級黑手」的搖籃。落實職業證照法制化，辦理職前、在職、

青年專案相關訓練，強化職場就業能力；媒合新興市場學生畢業後為企業所用。

除此之外，考量新興市場出口布局，也將配合培養新興市場人才，有計畫性地招

募目標市場的外籍學生。為利營造友善工作環境，則將配合修正人力資源相關制

度、法規，與時俱進。例如，允許在提升本國勞工就業的前提下，檢討現行外籍

勞工核配比例政策等。 

（4）促進投資推動建設 

在持續推動投資構面部分，政府將繼續扮演「經濟推手」角色，落實「促進

投資推動建設」，積極促進民間投資，吸引國外廠商來臺投資，並引導創投資金

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優化長期投資環境，策略包括檢討相關法令，引導中長期資

金投入公共建設，輔以創新財務策略，例如推動公私合作機制運用民間基金、落

實異業結盟等，以提高計畫自償率。推動台商鮭魚返鄉，落實「加強推動臺商回

臺投資方案」，鼓勵指標性台商回流；規劃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並提供土地、

勞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更優惠條件，創造誘因吸引投資。另將積極促進民間投資

每年至少新臺幣 1 兆元，國際招商則預定 102 年目標為新臺幣 335 億元。此外，

為配合產業發展趨勢，適時調整投資相關法規，例如積極研議規劃修正「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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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簡化審核流程，由現行「事先申請核准」，

改為「原則事後申報，例外事前許可」，以利外人投資與臺商回流。取創新財務

策略，協助公共建設籌措資金；吸引國內資金及陸(外)資投入公共建設。政府也

積極打造自由經濟示範區，將提供無法令障礙之投資環境，開放多元產業進駐，

以吸引民間資金參與，帶動地方各項建設，提供全體國民更優質的生活環境。 

（5）精進各級政府效能 

至於政府構面部分，則強調「精進各級政府效能」以達成調整經濟體質、提

升景氣因應能力的目標。這個部分將落實政府預算檢討機制，提供政府未來資源

配置優先順序之客觀參考依據；清理檢討閒置國有用地，活化公有土地及資產，

開發具指標性國有土地，帶動地區發展、活絡經濟；另外透過「政府採購法」，

回應產業界關心議題，並推動政府採購制度朝向永續、環保與節能之高品質公共

工程採購。強化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處分開發，活化包括學校、軍營閒置用地及

財政部主管的國有土地等，同時推動公有企業擴大投資，例如桃園國際機場第三

航站開發計畫。開發松山機場「民航關聯產業廊帶」。 

除此之外，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預期興建與投資基隆港、高雄港等重大港

埠建設計畫，打造全方位加值物流港；持續擴展航空網絡，帶動區域及產業發展。

並將於 2012-2016 年預計投資 660 億元興建基隆、高雄港國際郵輪中心、辦理高

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南星土地開發等重大港埠建設計畫，以提升服務能

量，並延伸港口經濟腹地，打造全方位加值物流港，達成「增值」與「創量」之

目標。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2-2018 年預計投資 953 億元，持續推動

桃園航空城計畫，興建規劃客貨運及維修機坪、道面整建、旅客運輸系統(T3)、

滑行道、地下勤務道路及環場等，進而提升機場運量，並促使航空網絡持續擴展

與產業發展達到共存共榮之良性循環。依據「公股銀行辦理重大公共建設專案貸

款作業準則」，對於政府規劃推動並由民間興辦投資自償性較高之公共建設挹注

資金，以促進投資及創造就業機會，並督促各公股銀行積極配合辦理。 

陸、結論 

近年來政府雖致力於發展新興產業，惟產業轉型需長時間發展，非一蹴可

幾。自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國際經濟情勢改變，歐美國家債務問題愈趨明顯，

而新興國家的興起，尤其中國大陸的崛起，對我國以外銷為主的經濟及產業發展

產生重大影響。隨著國際經濟發展情勢的轉變，新興經濟體經濟實力增加，城市

化與工業化加速發展，帶動市場消費需求，推升全球經濟成長。新興經濟體跨國

企業積極全球布局，躋身世界級企業。此外，亞太區域制度化經貿整合加速，而

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兩大重要發展趨勢，其可分為：第一是美國主導的「跨太平

洋夥伴協定」(TPP)，迄 2012 年 12 月已有 11 國正式參與談判。第二是中國大陸

積極參與的「東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架構」(RCEP)，已於 2012 年 11 月宣

布正式啟動談判，而中國大陸、日本、南韓也規畫在 2013 年展開首輪 FTA 談判。 

臺灣從 2008 年以來的全球經濟不景氣中展現出的應變能力與韌性受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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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譽，不過近年受到整體國際經濟轉變臺灣經濟成長趨緩，除了來自國際經濟情

勢變動因素外，國內總體經濟結構失衡將會是削弱經濟成長動能的關鍵，因此臺

灣面臨許多挑戰。例如成長動力以出口為主，消費及投資動能相對不足；出口市

場過度集中在中國大陸；出口產品過度集中在中間財。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導致

實質國民所得成長低於經濟成長。服務業研發投資偏低，創新程度不足，對經濟

成長貢獻與其占 GDP 比重不對稱。製造業過度集中在 ICT 領域，且附加價值率

偏低。「臺灣接單，海外生產」的三角貿易比重偏高，致經濟成長與就業、薪資

的關聯性減弱。受僱人員報酬份額長期趨降，所得分配差距擴大。人口結構高齡

化，勞動力萎縮、經濟成長潛能降低。醫療照護需求及社福支出增加，社會消費

型態轉變。綠色經濟挑戰與商機，國際環保規範日趨嚴格。環保節能、再生能源

等綠色科技持續發展，綠色產業潛存龐大商機，但是節能減碳績效雖漸趨改善，

惟每人 CO2 排放量仍高於多數 OECD 國家水準。因此根據經建會分析，臺灣經

濟將面臨的內在課題與挑戰可分為五大面向，茲整理如表 7 所示。 

 

表7 臺灣經濟所面臨的內在課題與挑戰 

面向 課題 挑戰 

經濟創新與 

開放 

成長動力以出口為主，消費及投資動

能相對不足；出口市場過度集中在中

國大陸；出口產品過度集中在中間

財。貿易條件惡化，實質國民所得成

長低於經濟成長。 

加速推動經濟自由化，積極

進行法規鬆綁，促進民間投

資與創新發展，帶動總要素

生產力成長。 

產業結構調

整與升級 

服務業研發投資偏低，創新程度不

足，對經濟成長貢獻與其占 GDP 比重

不對稱；製造業過度集中在 ICT 領

域，且附加價值率偏低。 

推動產業創新營運模式，提

升服務業在生產、輸出與研

發的比率。 

經濟成長與 

就業創造 
就業、薪資與經濟成長的關聯性減弱。 

加強活絡勞動市場機制，促

進包容性成長。 

經濟成長與 

所得分配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長期趨降，所得分

配差距擴大。 

完善社會安全機制，落實經

濟成長果實為全民共享。 

綠色成長與 

社會包容 
節能減碳及生態環境治理仍待增強。 

開拓綠色商機，創造綠色就

業機會，提升綠色競爭力。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家發展計畫 102-105 年」。 

 

根據臺灣現階段建設發展，政府為持續推動全方面發展政綱，且為了促進經

濟發展，對於產業、輸出、人力、投資、政府五面向擬定五大政策方針，目標為

短期內提振國內景氣、中長期調整經濟與產業結構。我國在與國際競爭擁有許多

優勢，由於政府不斷推動投資環境、法規制度、貨幣及貿易自由度等相關政策與

措施，來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並吸引廠商至我國投資，投資相關法令與社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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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受到國際機構肯定。我國的勞動力素質高及穩定性佳，雖然其他新興開發中

國家之勞動力薪資水準普遍低於我國，但近年來因新興市場經濟環境的轉變及內

部勞動政策的調整，使勞動薪資節節上升，勞動法令面臨層層限制。反觀我國整

體勞動力素質較高，勞工穩定性佳，在衡酌員工管理、勞動生產力與訓練效率等

勞動成本考量下，我國勞動力相較於新興國家實具有競爭優勢。 

近年來我國政府積極推動投資相關法規鬆綁及政府效能提升，希望能建立對

投資人友善便利的投資環境，與具高效能的政府服務，其相關措施已略見成效，

如 IMD 世界競爭力年報中我國 2012 年政府效能分項排名第 5，相較於 2011 年

的第 10 大幅進步。除此，政府近幾年積極推動經貿協定的簽署，如兩岸於 2010

年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近期並洽談服務貿易協議及擴大貨

品貿易協議、爭端解決與投資保障協議之談判，其中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和

服務貿易協議分別於 2012 年 8 月及 2013 年 6 月簽署；另外，2011 年與日本完

成台日投資協議之簽署，2013 年 4 月更進一步與日本簽署台日漁業協定，目前

也與新加坡、紐西蘭等國正進行自由貿易協定(FTA)洽簽程序，並期盼儘速與美

國重啟 TIFA 談判。我國近年來為強化貿易利基，積極與各國進行貿易協定的洽

談與簽署，政府積極創造貿易便利性，亦對未來吸引企業回台投資增加誘因。 

最後，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進一步的市場自由開放，有助於吸引外商投資、

接軌國際動態，蓄積經濟成長和產業轉型升級的新動能，也有助於創造更多的高

端就業機會。因此政府積極規劃推動國家發展計畫，繼續推動「黃金十年 國家

願景」全面發展政綱，並針對經濟問題，提出「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經濟合作

區塊的建立與策略性貿易政策的研究近十年來是國際經濟學家最的熱門話題，特

別是在此全球化的潮流之下，區域經濟整合與產業內貿易理論的政經決策下所形

成的貿易效果，是評估產業是否具空洞化與經濟被邊緣化、吸磁化的重要判斷的

依據，在原先以所得水準來評估經濟成長的差異，在市場擴大與規模經濟條件的

決定因素下，都會影響政府制訂經貿合作協議決策的重要依據，故本研究希望透

過探索性研究方法分就區域經濟整合的貿易事實作全面性的瞭解，並藉由國際著

名研究機構對台灣與其他國家的相關評鑑指標的評比，來說明台灣國際競爭優勢

的所在，同時介紹分析政府因應經濟局勢所提出之有利於僑台商回台投資的政

策，期盼這些措施能夠有效率的推動，提供吸引投資的有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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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代傳承面向探討青年僑團發展之困境及因應策略

－以美國為例 

Study On Application Difficulti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Youth 

Group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through Generation Inheritance 

Perspective－A Case Study of United States 

麥皓婷 

（台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系碩士班 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組研究生） 

  

摘要 

「僑團」乃僑民基於志趣、信仰、地緣或血緣相同而在僑居地組成之團體，

以滿足個人興趣或實現團體理想為目的，並具有凝聚僑胞情感、團結僑心、聯繫

及照顧會員之功能。依據僑務委員會 2012年的統計，全球海外僑團總數為 5,233

個，其中分布於美國的僑團總數最多，共有 2,804 個，佔總數的 53.6%。因此，

本文將以美國僑團為主要探討對象，探究該移居地青年僑團發展之困境並試圖找

出因應策略。 

早年移民美國之僑民多數原為留學生，後因 1965年的美國移民法修正案(the 

1965 Immigration Reform Act)，允許提供歐洲以外地區的移民配額，這批留學生

因而有機會在學成後，留在美國工作成為首批的「台灣」美國移民，爾後其家屬

及因政治、經濟因素移民美國的台灣人逐漸增加，僑團數量也因而隨之增加。 

這些早年成立的僑團性質主要有聯誼會、商會、宗親、地域、耆老、校友會、

中文學校、專業及藝文團體等類型，成立背景係第一代移民以聯繫、凝聚原鄉移

民之間情感為主要目的。然而，此社團成立宗旨卻無法符合在美出生成長之第二

代移民的期待與需求，加上第一代移民老化與回流的情況，僑團將紛紛面臨斷層

問題，又中國大陸國僑辦近來也重視到此問題並積極舉辦「中國尋根之旅夏（冬）

令營」等活動，企圖透過相關活動拉攏並培植未來僑團及僑社領袖，是故如何吸

引並爭取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移民的參與即成為各僑團的重要課題，也是現今僑委

會著力的目標。 

為了促進並達成僑團世代傳承的目標，僑委會提出「輔導僑團增加青年參與

比例」、「協輔華裔青年成立社團組織」、「提高華裔青年參與國內邀訪活動之比例」

等策略，本研究將針對上開策略進行成效評估，並延伸探討相關可行策略。 

 

關鍵詞：青年僑團、僑委會、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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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Ting Mai 

 

Abstract 

“Grouping of overseas Chinese” is the community organized by expatriates in 

host country based on their interests, beliefs, geo-relations, or blood-relation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groups is to fulfill individual interest or accomplish group’s ideal. 

Besides, it also could build up good relations for expatriates and give them much 

at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for 2012 from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 there are 5,233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in total, 

groups in United States accounts for up to 53.6 percent of all groupings. Therefore, 

the main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group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United States. An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icultie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 groups face and provides strategies for solutions.  

In the early years, most immigrants in United State are students abroad originally. 

After finished the academic degree, they stay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 first 

immigrants from Taiwan due to the 1965 Immigration Reform Act which provide 

more immigration quotas for the people outside Europe. In view of political or 

economic factor, their families, more and more Taiwanese immigrate to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group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United States subsequently increase. 

In order to contact and bind immigrants’ affection, most group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years are social gathering, chamber of commerce, kindred ancestry association, 

region association, elderly people association, alumni association, Chinese school 

association and so on.  However, the aim of those groups could not satisfy the next 

generation of immigrants. The ageing problem and the trend of homecoming also 

make a great influence on groups’ generation inheritance. Besides,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has also noticed this problem and actively holds 

activities attempt to win the new generation over and train up future leaders of 

overseas Chinese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how to appeal the new generation and win 

them over becomes an important lesson for both groups and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groups’ generation inheritance,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propose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counseling 

groups to increase youth participation, assisting expatriate youth to establish 

community, improve expatriate youth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visit activities.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bove strategies and explore 

related feasible strategies. 



104 
 

 

 

Keywords: Youth Group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Coping strategies,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105 
 

壹、前言 

  僑團是海外華人的重要支柱，早年華人遠居他鄉人生地疏，因語言隔閡常遭

受不平等待遇，為了在異鄉謀求生存，爭取族群權益，遂以地緣、血緣關係成立

僑團組織，期望透過集體的力量融入社會。然隨著時代背景的變遷，不同時期與

世代的移民因自我認同與意識、政治立場、語言文化、宗教志趣等差異，遂衍生

出不同功能的華人社團。 

    華人社團雖可因其功能或性質分為數種類型，然僑團的大分類仍是依據社團

成員類型為基本區分條件，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傳統僑團」，一為「新興

僑團」。傳統僑團主要的成員為傳統華僑亦簡稱為「老僑」，新興僑團則是由華

人新移民即「新僑」所組成。老僑、新僑的定義主要以移出的時間做為區隔，然

因不同學者的看法而有所差異，本文將採用夏誠華教授的說法，以一九四九年中

國大陸易幟為分水嶺，於此之前自中國大陸移出者為老僑，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

台之後移出者為新僑，新僑還可區分為一九四九年後自台灣移出的「台僑」與一

九八七年後自中國移出之「陸僑」兩類。1
 

    然不論老僑新僑，對所有海外華人來說，社團是海外華人相互聯繫的主力。

有了社團，才有僑界，海外民意、族群利益等議題才會受到重視。2所以，僑團

之於海外華人是相當重要的。不過，僑團的重要性並非只侷限於海外華人，僑團

更是中華民國在海外發揮影響力的主要窗口，在國家邁向進步發展的歷程中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 

    根據僑委會二〇一二年的統計，全球海外僑團總數為五千二百三十四個，其

中分布於美國的僑團總數最多，共有兩千八百零四個，佔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三點

六。雖然從移民數量上來看，移居美國的僑民總人數共四百二十四萬人未若亞洲

地區三千零七十二萬人的一半，3然當地僑民卻成立了數量眾多的僑團，足見其

對社團活動聯繫的需求甚於其他地區，且移居美國的僑民於當地在經濟上和政治

上日漸嶄露頭角，影響力與日俱增。再加上美國在國際社會乃至兩岸關係上一直

扮演重要角色，實行調停、仲裁等功能，因此我國政府在退出聯合國並與美國斷

交後，就更加重視移居美國的海外華人及其於當地設立的僑團之運作，期望透過

美國的海外華人來影響美國政界。4
 

    然而，隨著美國移民社會結構的變化及中華民國政黨輪替所產生的僑務政策

                                                      
1
 夏誠華，2003 年 12 月 5 日，〈美國傳統僑團對台海兩岸政府態度的轉向〉，發表於中華民國海

外華人研究學會、國父紀念館、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之「時代變局與海外華

人的族國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後收入：張啟雄主編，《時代變局與海外華人的族

國認同》，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叢書系列 9，2005.3，頁 251-278，論文名稱改為〈中華

民國政黨輪替後美國地區傳統僑團政治態度變化〉。 
2
 潘相印，《美國加州矽谷地區之臺灣移民（1965-200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04年，頁103。 

3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網海外華人統計，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429&no=9429&level=C，參閱日期：2013.8.3。 
4
 同註 1。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429&no=9429&leve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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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美國的僑社也發生了不同層次的變化。一九七〇年代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

協助推動僑務工作以對抗中共政權的傳統僑團如「中華會館」、「中華公所」等，

由於上述原因自二〇〇〇年至今也逐漸出現內部分歧，立場動搖的情況，甚至有

不少傳統僑團升起五星旗擬議撤除中華民國國旗，轉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今年五月二十七日一向支持中華民國的舊金山僑界龍頭「中華總會館」也確

定撤除中華民國國旗5，造成我國於海外僑社的影響力備受打擊。 

    在美國部分傳統僑團發生立場改變的同時，由台灣移民組成的新興僑團雖然

因為組織成員的教育水平、社會地位提高，具有相當專業性，能融入主流社會而

對美國社會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然卻也存在著些許隱憂，原因如下述兩點，一為

來自台灣移民數量減少，美國國土安全局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台灣移民入美籍

人數從2006年的8,869人銳減到2011年的5,065人，6原先主要的移民族群留學生也

從1991年的35,530人降至2012年的23,250人，二為這些早年成立的僑團性質主要

有聯誼會、商會、宗親、地域、耆老、校友會、中文學校、專業及藝文團體等類

型，成立背景係第一代移民以聯繫、凝聚原鄉移民之間情感為主要目的。然而，

此社團成立宗旨卻無法符合在美出生成長之第二代移民的期待與需求，加上第一

代移民老化與回流的情況，僑團開始面臨青年成員不足，未來可能面臨量變導致

質變的困境。 

    為了重新提振中華民國於美的影響力，因此培植第二代、第三代青年僑團著

實為未來僑務工作的重點項目。爰此，本文將以美國當地的僑團特別是僑民聚集

最多的加州地區為研究對象，以世代傳承的概念作為研究的出發點，進而深究青

年僑團的成立、發展與面臨的困境，並提出因應對策以供參考。 

 

貳、僑團傳承青年世代與發展青年僑團現況 

  一、主要傳統僑團 

據歷史記載，華人移民美國始於一八二〇年代，而大批華人移民美國始自一

八五〇年代美國西部金礦的大發現，加上當時中國社會環境惡劣，外有西方列強

的軍事打擊和經濟侵略，內有太平天國起義助長社會的動盪與不安，在強大的推

                                                      
5 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may/30/today-p2.htm，參閱日期： 

  2013.8.3。 
6 世界新聞網，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lD5Cwq0dxeAJ:worldjournal.com/bookmar

k/18872060-%25E5%2585%25A9%25E5%25B2%25B8%25E4%25B8%2589%25E5%259C%25B0

%25E7%25A7%25BB%25E6%25B0%2591-%25E5%2585%25A5%25E7%25B1%258D%25E4%2

5BA%25BA%25E6%2595%25B8%25E5%25A4%25A7%25E6%25B8%259B-+&cd=1&hl=zh-TW

&ct=clnk&lr=lang_zh-TW，參閱日期：2013.8.3。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may/30/today-p2.htm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lD5Cwq0dxeAJ:worldjournal.com/bookmark/18872060-%25E5%2585%25A9%25E5%25B2%25B8%25E4%25B8%2589%25E5%259C%25B0%25E7%25A7%25BB%25E6%25B0%2591-%25E5%2585%25A5%25E7%25B1%258D%25E4%25BA%25BA%25E6%2595%25B8%25E5%25A4%25A7%25E6%25B8%259B-+&cd=1&hl=zh-TW&ct=clnk&lr=lang_zh-TW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lD5Cwq0dxeAJ:worldjournal.com/bookmark/18872060-%25E5%2585%25A9%25E5%25B2%25B8%25E4%25B8%2589%25E5%259C%25B0%25E7%25A7%25BB%25E6%25B0%2591-%25E5%2585%25A5%25E7%25B1%258D%25E4%25BA%25BA%25E6%2595%25B8%25E5%25A4%25A7%25E6%25B8%259B-+&cd=1&hl=zh-TW&ct=clnk&lr=lang_zh-TW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lD5Cwq0dxeAJ:worldjournal.com/bookmark/18872060-%25E5%2585%25A9%25E5%25B2%25B8%25E4%25B8%2589%25E5%259C%25B0%25E7%25A7%25BB%25E6%25B0%2591-%25E5%2585%25A5%25E7%25B1%258D%25E4%25BA%25BA%25E6%2595%25B8%25E5%25A4%25A7%25E6%25B8%259B-+&cd=1&hl=zh-TW&ct=clnk&lr=lang_zh-TW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lD5Cwq0dxeAJ:worldjournal.com/bookmark/18872060-%25E5%2585%25A9%25E5%25B2%25B8%25E4%25B8%2589%25E5%259C%25B0%25E7%25A7%25BB%25E6%25B0%2591-%25E5%2585%25A5%25E7%25B1%258D%25E4%25BA%25BA%25E6%2595%25B8%25E5%25A4%25A7%25E6%25B8%259B-+&cd=1&hl=zh-TW&ct=clnk&lr=lang_zh-TW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lD5Cwq0dxeAJ:worldjournal.com/bookmark/18872060-%25E5%2585%25A9%25E5%25B2%25B8%25E4%25B8%2589%25E5%259C%25B0%25E7%25A7%25BB%25E6%25B0%2591-%25E5%2585%25A5%25E7%25B1%258D%25E4%25BA%25BA%25E6%2595%25B8%25E5%25A4%25A7%25E6%25B8%259B-+&cd=1&hl=zh-TW&ct=clnk&lr=lang_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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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拉力的影響，於是有很多華工湧到加州淘金拓荒，或修建鐵路或到加州中央

谷地進行農業開發。 

由於早期的華人初到美國人生地疏，語言又無法與當地人溝通，謀生困難，

再加上華人本身對地方與家族的觀念濃厚，於是便依地緣血緣等關係組織起來，

企圖以集體力量謀求生存。 

過去多數傳統僑團均為忠貞僑胞，心向中華民國。然隨著這些僑領年事日

高，僑團幹部亟待新血傳承，又新舊領袖傳承兩世代對兩岸政府的認同是否存

續，是否會因新舊世代立場與觀念之差異而產生動搖，繼而影響我國政府於海外

僑社力量，皆是值得加以探討的問題。以下將就加州地區主要傳統僑團在青年世

代傳承與發展方面的現況作一描述。 

(一) 舊金山中華總會館 

一八五四年於舊金山成立的「中華總會館」為美國華僑之最高機構，是支持

中華民國的指標性傳統僑團之一。中華總會館由寧陽、肇慶、合和、岡州、陽和、

三邑、人和等七個總會館組織而成，一九零一年一月廿五日始正式向加州政府立

案註冊名稱為CCBA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早期扮演著

為整個華埠利益及社區福利發言的角色，處理有關全僑性利益諸問題，然由於時

代與環境的變遷，過去以協助新移民為主的任務已由其他服務機構如新僑服務中

心所取代，本具強烈援助性質的會館已將服務目標轉為投入華僑子弟中文教育事

務，掌理華僑醫院與其他慈善事項以及辦理一切華僑公益事項，近年更積極鼓勵

華人參政，支持民選。7
 

過去舊金山中華總會館長年支持中華民國，甚至在章程上明訂永遠支持中華

民國，然而近年立場逐漸鬆動，在七個總會館主席逐漸年輕化後，傾向中國的態

勢日益明顯。七大傳統僑團之首－寧陽總會館，在新主席黃榮達上任，依往例輪

值中華總會館總董後，做下很多改變歷史的決定，從撤旗、不參與國慶雙十活動，

到最近寧陽總會館發出聲明決不參與所有以中華民國名義舉辦的活動。8由此可

知，僑團新舊世代的傳承，要能在支持中華民國立場上永續傳承，才能有利我國

於海外僑社力量的維持。 

(二) 羅省中華會館－「以球會友，吸引僑青」 

成立於一八八九年的洛杉磯中華會館初名衛良公所，於一九一〇年正式改名

為羅省中華會館。早期羅省中華會館接受政府委托處理所有僑胞福利事宜，例如

傳達政府命令、契約公證，同時也照顧新來華人協助他們代找工作及住宿，甚至

提供婚慶、喪禮、醫藥等社會服務。目前以發揚中華文化，崇尚民主自由，聯絡

僑胞感情，辦理慈善公益，共謀僑胞福利為該會主要宗旨。設有理事會和監事會，

理事會為執行機構，監事會為監督機構，理、監事會成員由會館下之二十七個會

                                                      
7
 駐美中華公所網站，http://www.ccbausa.org/about_us/aboutUs-c.html，參閱日期：2013.8.3。 

8
 全球新聞網，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usa/uslocal/singtao/20130927/10105016150.html，

參閱日期：2013.9.27。 

http://www.ccbausa.org/about_us/aboutUs-c.html
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usa/uslocal/singtao/20130927/101050161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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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團體推派，並由理事會選出中華會館主席及監事會長。9
 

該會館於一九八二年成立籃球隊，本來目的為推動、發展籃球運動並藉球賽

與其他僑團互動聯誼以增進情感，初成立時只有四十五歲中年組一隊，後向屬下

二十六個僑團招募新血，陸續增立了青年組、女子組以及長青組，目前青年組球

員甚至高達三隊有二十四人之多，反而成為今籃球隊各組中最興旺的一組。10
 

當初「以球會友」為目的而成立的籃球聯誼會卻意外地吸引不少第二代、第

三代的僑青來參加，有的甚至是一家三代一起練球，一方面透過籃球健身並凝聚

全家情感，一方面也增進會館成員對會館的向心力，加強其第二代、第三代對會

館的了解。會館以發展籃球運動為僑社培養後進是一舉數得的好方法。 

(三) 羅省中華會館屬下會員團體 

羅省中華會館屬下共有二十七個會員團體，根據羅省中華會館一百二十年特

刊記載，其中明確指出附設有青年部或青年組的僑團只有五個，分別為岡州會

館、伍胥山公所、鳳倫公所、龍岡親義公所、黃氏宗親會。為深入探討青年僑團

及青年承繼永續經營僑團相關問題，茲以上述五個僑團之青年部或青年組為對

象，針對其組成由來、成員、舉行活動及招收青年與發展情況作一通盤介紹。 

1. 岡州會館－「強化雙語溝通，加強新舊互動」 

    岡州會館成立於清朝年間(咸豐初年)，具有一百二十二年的歷史，是轄屬岡

州地區的新寧(台山)、開平、恩平、新會、鶴山及赤溪六縣僑民在美國所成立的

第一個華人團體，也是美國第一座華人廟堂(岡州古廟)，奉祀關聖帝君，為華工

祈求神明保佑平安，是洛杉磯第一個華人僑團。該會館不僅歷史悠久，會員人數

更多達三百餘人，堪稱為世紀社團。目前會館成員有來自家鄉的移民，也有於美

國當地土生土長的第三代、第四代，因此會館相當重視新舊成員的傳承、溝通與

團結，特設立青年組以服務新會員、招募年青人才為主要目的，並負責辦理全會

館一年一度的仲夏郊遊野餐，以連繫新舊會員情感。11
 

    二〇一三年一月六日該會館舉行職務交接典禮時，新任主席呂惠棠表示今年

工作重點將著眼於耆英服務及擴充後一代接班人，不過他也坦言要達成擴充下一

代接班人的任務必須先克服與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之間的語言障礙，再者需積極

溝通以求達到一致的文化認同感，讓新會員充分了解會館的工作意義，是一項大

挑戰。12 

    雖然，呂主席透露出拓展新會員、培養新一代會館領袖所遭遇的難點，但由

                                                      
9
 華僑協會總會華僑大辭典編委會，《華僑大辭典》，華僑協會總會，2000，頁345。 

10
 洛杉磯中華會館網站，http://www.ccba.la/basketball/basketball_history.html 

  ，參閱日期：2013.8.25。 
11

 洛杉磯中華會館一百二十年紀念特刊，網址 http://www.ccba.la/memebers/kongchow.html 

  ，參閱日期：2013.8.25。 
12

 世界新聞網，

http://la.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a/21446458/article-%E7%BE%85%E7%9C%81%E5%B2%A1

%E5%B7%9E%E6%9C%83%E9%A4%A8-%E5%8A%A9%E6%96%B0%E7%A7%BB%E6%B0

%91，參閱日期：2013.8.27。 

http://www.ccba.la/basketball/basketball_history.html
http://www.ccba.la/memebers/kongchow.html
http://la.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a/21446458/article-%E7%BE%85%E7%9C%81%E5%B2%A1%E5%B7%9E%E6%9C%83%E9%A4%A8-%E5%8A%A9%E6%96%B0%E7%A7%BB%E6%B0%91
http://la.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a/21446458/article-%E7%BE%85%E7%9C%81%E5%B2%A1%E5%B7%9E%E6%9C%83%E9%A4%A8-%E5%8A%A9%E6%96%B0%E7%A7%BB%E6%B0%91
http://la.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a/21446458/article-%E7%BE%85%E7%9C%81%E5%B2%A1%E5%B7%9E%E6%9C%83%E9%A4%A8-%E5%8A%A9%E6%96%B0%E7%A7%BB%E6%B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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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多年來岡州會館在發布通告、13會議進行、喜慶活動上都積極致力於雙語的使

用與溝通，兼顧了新舊世代會員的需求，因此近來有個好現象，董事局已經開始

年輕化，且會員中不乏社會各階層的中堅分子。14
 

2. 伍胥山公所－「成立專門部會，提供適性服務」 

    伍胥山公所前身為伍氏通訊處正式成立於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七日，與其他有

百年歷史的公所及宗親會相比，算是最年輕的成員，目前會員人數有四百多人。

該公所成立後，旋即於一九七八年成立青年部，舉行過的活動有萬聖節與聖誕化

裝舞會、郊遊，並曾與黃氏青年進行過球類競賽，15近期活動有六月份的雙親節

孝親活動。16目前該部門主要提供多種適合年輕一代宗親的活動。 

    隨著移民時間的增長，土生伍氏子弟數量逐漸增多，為了擴大服務並招羅新

一代的伍氏子弟來參與公所活動，多位年青伍氏子弟於二〇〇六年成立Next 

Generation Group (NGG)，隨即成為伍氏公所之新青年部。目前主要的任務為主

導主流社區福利工作，如就業講座、健康講座、華埠畫廊漫遊等。17
 

    羅省伍胥山公所雖為華埠最年輕的宗親會，然而會員中人才輩出，有多位會

員身居要職，如任職第一屆青年部部長的伍競群18，現任公所主席伍尚齊等，這

些青年僑領未來在指標性僑團中將發揮其影響力，實力不容小覷。日前舊金山中

華總會館撤旗事件令不少僑團對於繼續支持中華民國的立場產生鬆動，傳統僑團

若未有支持中華民國的青年一代持續加入，掌握董監事理監事會投票權，過去支

持中華民國的僑團將可能繼續變天。因此，爭取僑團青年世代對中華民國的認

同，維繫其對中華民國的情感是相當重要的。 

3. 鳳倫公所－「培養後輩青年，承接幹部職責」 

    鳳倫公所於一九四七年正式成立，成立後發展並不順利，然經過會員齊心努

力終於保有現址並擁有會員六百餘人。為了提供宗親更好的服務和加強凝聚力，

公所於一九六六年遷入新樓的同時相繼成立了婦女部和青年部，期望透過部門的

成立能更積極地帶領宗親婦女和青年參加公所活動。此外，鳳倫公所對於青年傳

承方面亦相當有遠見，一直以來在物色與培養新的公所接班人方面展現出積極的

態度，如現任主席司徒元新乃移民的第二代，副主席司徒錦鴻則是第三代。 

4. 龍岡親義公所－「借助中華文化，聯繫青年情誼」 

    龍岡親義公所為劉、張、關、趙四姓早期於美國洛杉磯修築鐵路之僑民為求

生存、自衛與聯誼於一八七〇年所成立的組織，原名羅省龍岡公所，後於一九二

                                                      
13

 岡州會館發行的岡州快訊皆以中英文兩種語言撰寫。 
14

 《洛杉磯中華會館一百二十年紀念特刊》，網址 http://www.ccba.la/memebers/kongchow.html 

   ，參閱日期：2013.8.28。 
15

 《洛杉磯中華會館一百二十年紀念特刊》，網址 http://www.ccba.la/memebers/engfamily.html 

   ，參閱日期：2013.8.28。 
16

 伍氏源流網，網址 http://www.wu-zupu.com/bbs/dispbbs.asp?boardid=49&Id=542 ，參閱日期： 

   2013.8.30。 
17

 同註 15。 
18 曾任羅省伍氏公所主席、全美伍氏公所總長、南加州臺山聯誼會會長、世界伍氏宗親總會理 

  事長、羅省華埠服務中心董事會副主席、羅省中華會館主席及中華民國僑務委員等要職。 

http://www.ccba.la/memebers/kongchow.html
http://www.ccba.la/memebers/engfamily.html
http://www.wu-zupu.com/bbs/dispbbs.asp?boardid=49&Id=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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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合併親義或睦親等公所，改稱羅省龍岡親義公所。除設立青年部外，並組織

瑞獅團和國術訓練班，公所之青年男女會員常藉此健身與聯誼。19
 

5. 黃氏宗親會－「加強與他團僑青互動，增強青年間之相似感」 

    羅省黃氏宗親會前稱雲山公所成立於一八七〇年，為在洛杉磯地區經營小型

餐館、洗衣店、骨董店或是從事勞工、農工的黃氏宗人服務。目前登記會員約有

四百多名，屬下設有青年組，多舉辦球類運動與其他僑團青年部互動，並組織瑞

獅團，於特定節慶活動中表演。20
 

二、主要新興僑團 

    美國多數台灣僑民外移時間在一九七〇年後，特別是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〇

年此段時期更是台灣移民成長最快速的時期。主要的拉力有二，一為一九六二年

我國重新修訂留學規程，促使前往美國留學人數大增，有不少留學生在完成學業

後於當地就業落地生根，成為當時主要的移民族群；二為美國一九八四年的移民

修正案大幅放寬華人移民的配額，中國與台灣都能各自分配到二萬個名額，因而

在美僑民人數快速成長。21
 

    再加上一九七一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台灣政治在國際

上被孤立引發不少台灣人的恐慌形成一股的推力。一九八〇年代，由於當時的社

會無法提供下一代更多的教育機會，生活品質也無法快速提升，因此社會和經濟

問題也逐漸形成另一股推力。綜合上述拉力與推力兩方面的影響，促使台灣在美

移民人數快速成長了一倍，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〇年短短十年間移民人口就從十

七萬八千人增加到三十六萬三千人。22
 

    移居地區主要集中在加州、德州、紐約州和新紐澤西州，其中又以加州為移

民移居美國之首選。23因此，光是加州一州就有大約一百一十二萬的華人，其中

又以南加州地區華人人口最多，約有八十餘萬人，包含來自台灣的移民人數約有

十五萬人，幾乎是全三十萬名台灣僑民的半數。24
 

    由於集中於加州地區的移民為數眾多，因此該地區的新興僑團相對也有一定

可觀的數量。有別於傳統僑團以宗親為主體，這些新興僑團則係以台灣來美留

學，學成後留美就業的專業人士，以及赴美經商創業者為主體，組成的團體為校

友會、同業公會、商會、中文學校等。25
 

                                                      
19

 《洛杉磯中華會館一百二十年紀念特刊》，http://www.ccba.la/memebers/lungking.html，參閱 

   日期：2013.9.3。 
20

 《洛杉磯中華會館一百二十年紀念特刊》，http://www.ccba.la/memebers/wongfamily.html，參 

  閱日期：2013.9.3。 
21

 《台灣地區移居美國僑民長期追蹤第一年(2003)年調查報告》，台北：僑委會，2003，頁 19。 
22

 同上。 
23

 《台灣地區移居美國僑民長期追蹤第十年(2012)年調查報告》，台北：僑委會，2012，頁 20。 
24

 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網站，

http://www.ocac.gov.tw/public/overseapublic.asp?selno=6070&nodeno=3352&con=235&cou=151 

，參閱日期：2013.9.5。 
25

 同上。 

http://www.ccba.la/memebers/lungking.html
http://www.ccba.la/memebers/wongfamily.html
http://www.ocac.gov.tw/public/overseapublic.asp?selno=6070&nodeno=3352&con=235&cou=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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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茲就目前新興僑團中最具影響力的校友會與商會組織對青年世代傳承

方面所作的努力與目前面臨的困境作一簡述。 

(一) 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早期移民美國的台灣僑民以留學生為大宗，多數留學生在台灣已獲得大學學

位，赴美進修是為了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學成後繼續留美就業進而取得公民身

分。過程中難免遇見來自同校的留學生或同事，為了維繫這份他鄉遇故知的情

感，遂紛紛組成校友會，幾乎台灣的大專院校在美國都有校友會的成立。 

而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的成立基礎便是建立在各校校友會之

上，更進一步期望除了聯誼校友之外，還能集合中華民族之力量，團結新舊華僑，

栽培校友們之下一代，並能共同打入主流為目標。26從一九七八年成立至今南加

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下共有三十八個會員，會員橫跨台灣、香港、中國三

地的大專院校，擁有超過四萬名的個人會員，在僑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雖然，現今聯合校友會會員人數眾多，然未來發展也有其隱憂。二〇〇八年

聯合校友會所發行的「三十年特刊」中邀請了過去曾於該會擔任會長、理事長的

校友寫了有關對該會成立三十年來的回顧與感想。其中曾擔任一九八一年主席、

一九八二年會長、一九八三年理事長的胡以緯在「三十周年有感」一文中提到近

年來年青同學參加校友會或參與校友會活動的人數逐漸減少，對聯合校友會理事

會成員的結構有很大的影響。27另曾任一九八四年理事長的薛平華在「三十年來

之回顧」一文中也提到，早年校友會服務的對象大多以台灣校友為主，但隨著香

港及大陸校友的增加，目前則有大陸校友逐漸取代台灣校友之趨勢。28
 

聯合校友會旗下的會員校友會也面臨了相同的情況，曾任南加州海洋大學校

友會一九九〇年會長的劉政平於校友會成立三十年之時，在校友會部落格上發表

了一篇文章「海大南加州校友會卅年之回顧與展望」，文中提到對校友會未來的

展望憂多於喜，原因有二，首先是校友人數漸微，由於台灣經濟條件大幅改善，

留學與移民已不再是改善生活的唯一方法，因此留學生驟減。再加上美國方面移

民政策日漸嚴格且作業流程冗長，留學生不易取得合法居留，尤其在九一一事件

後，居留更加困難，因此校友會缺乏青年成員的加入。再者，近五年來雖有新加

入的校友，但絕大部份是來自台灣逾齡退休的年長校友，礙於年紀、體力與健康

的關係，出門參加校友聚會已有困難，更無法直接參予校友會事務，給予校友會

最有力的協助。29 

(二) 洛杉磯台美商會－「橫縱吸收優秀青年，循序奠定青年基礎」 

                                                      
26

 《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三十周年特刊》，

http://jcuaa.ipower.com/modules/sections/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d=132，參閱日期：

2013.9.10。 
27

 《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三十周年特刊》，

http://jcuaa.ipower.com/modules/sections/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d=131，參閱日期：

2013.9.10。 
28

 同註 26。 
29

 海洋大學校友會部落格網站，http://tw.myblog.yahoo.com/ntouscal/article?mid=25&l=f&fid=15， 

  參閱日期：2013.9.10。 

http://jcuaa.ipower.com/modules/sections/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d=132
http://jcuaa.ipower.com/modules/sections/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d=131
http://tw.myblog.yahoo.com/ntouscal/article?mid=25&l=f&fi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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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台美商會「Taiwanese-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reater Los 

Angeles」簡稱為TACCLA，是一非營利組織於一九八〇年由來自台灣的移民王

桂榮、丁紹昇、黃三榮、徐麟泉、周麟、劉家宏、卓敏忠、蔡明燦、楊嘉猷、陳

十美等人合力籌備創會，迄今已有三十二年的歷史了，目前擁有三百二十五名會

員，會員從事的行業涵蓋面很廣泛有：銀行、地產、醫師、藥師、生化檢驗、律

師、會計師、建築設計、食品製造、餐廳、旅遊、運輸、證券投資、財務管理、

保險、印刷、工業製造、健康器材、家電製品、電腦銷售、音樂器材、工程顧問、

旅館經營、傳播媒體等，因此商會在各行業中極具影響力，於南加州甚至全美，

都是頗有聲譽及規模的社團。  

洛杉磯台美商會在成立初期便對健全組織發展上有深刻認知，因此常舉辦各

項活動以定期持續地吸收優秀的新會員，擴大商會的社會基礎，並於二〇〇〇年

成立青商部，積極鼓勵台美人第二代來參與商會活動，融合不同時代環境，讓商

會傳統得以延續傳承。30
 

洛杉磯台美商會能有今日的規模，青商部能穩定地發展並非一朝一夕所成也

非一人之力，乃是商會多年努力的成果。在商會創立的第十四年(一九九四年)商

會會長張正宗在年度工作方針中便提出有關看法，他認為要擴大商會的基礎除了

橫向擴展持續吸收各行各業的優秀會員外，還必須考量縱向的發展即是耕耘下一

代，注意網羅年輕優秀的新生代。31一九九五年會長顏樹洋也積極認同上屆會長

看法認為要努力爭取年輕一輩的才俊認同商會，加入行列。32由於多位會長的積

極推動，青商部終於在洛杉磯台美商會成立二十年後於二〇〇〇年十月正式成立

青商部。 

爾後，青商部的發展成為各屆會長任內推廣會務工作的重點項目之一。二〇

〇三年會長楊信上任後，任內除了處理與維持一般性業務外，還期望能達成三項

目標，其中兩項便與青商部有關。第一為凝聚年青第二代的向心力，使他們能團

結一致。會長認為要達成這個目標必須朝婚姻及創業二大方向來努力，首先要將

年青的第二代結合在一起，多舉辦交誼活動，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交往及認識。

其次在創業方面，將多舉辦一些座談會、教育課程，藉由知識及經驗的汲取，讓

他們能在創業的路途上走的更順遂。第二為加強青年部的活動，除積極擴展青年

會員外，並促其多參與主流社會活動，主動聯繫，多方了解以互補短長，增加創

業和就業成功的機會。 
33

 

青商部的發展至二〇〇八年時，已有近二百名的會員。當時的會長傅舟山為

                                                      
30

 洛杉磯台美商會網站，http://www.kuaichat.com/tac/index.php/alias/2012-08-15-21-29-53，參閱 

  日期：2013.9.16。 
31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六屆年鑑》， 

http://www.tccna.org/e_yearbook/6th_1993-1994/los_angeles/2.htm，參閱日期：2013.9.18。 
32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七屆年鑑》， 

http://www.tccna.org/e_yearbook/7th_1994-1995/los_angeles/1.htm，參閱日期：2013.9.20。 
33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六屆年鑑》，

http://www.tccna.org/e_yearbook/16th_2003-2004/Los_Angeles/LA_prez_words.htm，參閱日 

  期：2013.9.21。 

http://www.kuaichat.com/tac/index.php/alias/2012-08-15-21-29-53
http://www.tccna.org/e_yearbook/6th_1993-1994/los_angeles/2.htm
http://www.tccna.org/e_yearbook/7th_1994-1995/los_angeles/1.htm
http://www.tccna.org/e_yearbook/16th_2003-2004/Los_Angeles/LA_prez_word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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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加強第二代的參與並提高年輕一輩參與商會的機會，每月的理事會都設有青商

部列席活動報告，使其藉此了解商會的運作。因此截至二〇一二年，青商部已有

近三百名的會員，部門發展已漸趨穩定，每月舉辦一場活動，活動性質包含專業、

社交、社區聯誼及志工服務，另外大型的聯誼網絡、跨國交流等活動也會訂期舉

辦。近來青商部會員更陸續進入商會擔任理事職務，由此足見洛杉磯台美商會經

營青商部十二年的努力已逐漸開花結果。34
 

 

參、僑團傳承青年世代與發展青年僑團困境 

綜上所述，影響僑團傳承青年世代與發展青年僑團的因素主要可分為內部因

素與外部因素兩種，內部因素指的是各僑團背景與對青年組織發展策略之差異，

皆會直接影響青年部門的發展並致其產生不同程度的成效；而外部因素則是僑團

以外如僑委會相關政策、預算分配乃至中國國僑辦相關施政計畫等，對青年僑團

的發展與其對兩岸政府的態度趨向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下列茲就內外部因素

加以敘述、分析與探討，以期完整歸納出在美青年僑團發展與傳承方面所遭遇的

困境，並進一步找出因應對策。 

一、僑團方面 

(一) 成立青年相關部門之僑團為數不多 

    綜上發現成立青年相關部門的僑團數量並不多，傳統僑團方面以洛杉磯地區

為例，傳統僑社龍頭羅省中華會館屬下的二十七個會員團體中明確指出設有青年

部與青年組的只有五個，其餘正規劃成立青年組的目前只有余風采堂，設立青年

相關部門的僑團不到三成。 

    新興僑團方面以會員人數眾多的南加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為例，旗下三

十八個會員校友會中，雖有少數校友會成立常青會、耆英會，如交通大學南加州

校友會、南加州珠海大學校友會，但並無會員校友會成立青年相關部門。 

    新興僑團中另一極具影響力的是商會組織，以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為

例，雖於美國三十四個城市設立台商分會，會員在北美地區擁有三千五百家以上

的台灣企業，但各商會分會的組織架構中設有青商部的卻不多，又其中能培育優

秀第二代使其逐步加入理事會成為商會幹部者更是少之又少了，就筆者觀察目前

運作情況最良好莫過於洛杉磯台美商會。 

(二) 語言溝通問題影響青年世代融入僑團 

    傳統僑團成員擁有血緣、地緣關係，以使用家鄉的方言作為溝通的工具。然

                                                      
34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四屆年鑑》， 

http://www.tccna.org/e_yearbook/24th_2011-2012/los_angeles/1.htm，參閱日期：2013.9.21。 

http://www.tccna.org/e_yearbook/24th_2011-2012/los_angeles/1.htm


114 
 

而隨著移民時間增長，老一輩移民逐漸凋零，受到移居地同化的新一代華裔逐漸

增加，使用方言作為主要溝通工具的僑團無法使新生代華裔青年理解僑團成立的

原因與服務移居美國鄉親的意義，導致對加入傳統僑團的態度不顯關心，且不積

極參與活動，如此一來將逐漸造成僑團新舊傳承出現斷層問題。 

    即使是注重雙語溝通的僑團如洛杉磯岡州會館，也必須經歷多年的努力，將

雙語使用落實在發布會訊、會議進行、喜慶活動等，才能漸漸突破與土生土長華

裔子弟之間的語言障礙，使青年世代願意加入進而傳承僑團幹部，繼續為社團成

員提供服務。 

(三) 多數青年部門易淪為僑團的康樂部門 

    綜觀上述傳統僑團與新興僑團賦予青年部門的任務，除了招募青年會員外，

主要的任務不外乎是主持與舉辦郊遊、節慶、以及球類運動等聯誼性質較強的活

動，導致青年部門淪為僑團的康樂部門，無法真正培育青年成為社團幹部。 

    筆者發現若要有效促使青年成為中堅分子永續經營僑團達到世代傳承的目

標，必須讓青年世代逐步參與社團會議乃至各部門的經營運作，使其於實踐中理

解僑團宗旨與發展情況，並結合青年土生土長的優勢與主流社會接軌，以突破僑

團現有格局，洛杉磯伍胥山公所青年部以及洛杉磯台美商會便是最好的成功案

例。 

(四) 移民與留學美國人數減少 

    新興僑團以校友會、商會、中文學校、專業人士團體為主體。然而由於台灣

經濟成長，出國留學的選擇國家增加，再加上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

國加強對留學生的管制，嚴格管控學生簽證，因此美國台灣留學生人數逐年減

少，過去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年代，留美人數曾多達三萬七千五百八十人，而今

卻減至二萬四千八一十八人。35
 

    除了留美人數減少以外，根據美國國土安全局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台灣移

民入美籍人數也從二〇〇六年的八千八百六十九人銳減到二〇一一年的五千零

六十五人。移民與留學人數減少對新興僑團世代傳承產生嚴重的影響，加上中國

大陸移民美國人數以大幅度的情勢成長，若台灣青年一代若未能繼續加入，新興

僑團將可能面臨由量變到質變的問題。 

(五) 能長時經營且隨時調整方針之僑團少  

    新舊世代接替順利的僑團必有發展良好的青年部門，然而青年部門需長久經

營，且方針須因應青年世代的特色不斷地進行調整以循序漸進引領青年了解社團

運作最後成為僑團核心。茲舉洛杉磯伍胥山公所為例，伍胥山公所的青年部於一

九七八年成立，原以聯誼性質活動做為拉攏青年子弟的方法，然隨著青年世代生

長背景的轉變，遂逐漸改以融入主流社會的社區福利工作取代過去聯誼性強娛樂

                                                      
35

 教育部 101 年度世界各主要國家之我留學生人數統計表，

http://www.edu.tw/USERFILES/101%E5%B9%B4%E5%BA%A6%E4%B8%96%E7%95%8C%

E5%90%84%E4%B8%BB%E8%A6%81%E5%9C%8B%E5%AE%B6%E4%B9%8B%E6%88%

91%E7%95%99%E5%AD%B8%E7%94%9F%E4%BA%BA%E6%95%B8(1).PDF，參閱日期：

2013.9.23。 

http://www.edu.tw/USERFILES/101%E5%B9%B4%E5%BA%A6%E4%B8%96%E7%95%8C%E5%90%84%E4%B8%BB%E8%A6%81%E5%9C%8B%E5%AE%B6%E4%B9%8B%E6%88%91%E7%95%99%E5%AD%B8%E7%94%9F%E4%BA%BA%E6%95%B8(1).PDF
http://www.edu.tw/USERFILES/101%E5%B9%B4%E5%BA%A6%E4%B8%96%E7%95%8C%E5%90%84%E4%B8%BB%E8%A6%81%E5%9C%8B%E5%AE%B6%E4%B9%8B%E6%88%91%E7%95%99%E5%AD%B8%E7%94%9F%E4%BA%BA%E6%95%B8(1).PDF
http://www.edu.tw/USERFILES/101%E5%B9%B4%E5%BA%A6%E4%B8%96%E7%95%8C%E5%90%84%E4%B8%BB%E8%A6%81%E5%9C%8B%E5%AE%B6%E4%B9%8B%E6%88%91%E7%95%99%E5%AD%B8%E7%94%9F%E4%BA%BA%E6%95%B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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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較多的活動，並以土生華裔子弟為主體於二〇〇六年成立新青年部。由於公

所三十四年來對青年部的用心經營，目前有不少伍氏成員成為僑社中的領導人

物。 

二、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方面 

    培育新生代僑社中堅幹部，健全僑社組織；培植僑社新血，爭取華裔青年向

心，這兩項目標是僑委會長年以來的工作重點。主要的實施內容為辦理僑社工作

研討會、遴邀海外華裔第二代優秀專業青年回國研習，以及多樣主題性華裔青年

研習活動，包括華裔青年台灣觀摩團、語文研習班、暑期福爾摩莎營、尋找ABC

英語史懷哲等。近幾年，又配合國際青年志工風潮辦理英語服務營，讓華裔青年

一方面能體驗台灣生活了解在地文化，一方面又能協助國內弱勢學童拓展國際視

野，創造雙贏局面。36
 

    上述活動除了能提供華裔青年多元機會學習華語文、認識台灣並接觸在地文

化，主要的目的還是希望能增進海外華裔青年瞭解、認同台灣，以擴大海外友我

力量。然而，近年僑委會卻經費屢遭刪減，今年的營運經費較去年少了一億二千

多萬元，在僑民及僑團聯繫服務與接待項目上預算更是比上年度整整少了八百二

十萬，當中能提撥出來輔助海外華裔青年團體，協助其推展各項活動及發展的經

費更只有一百二十萬元。37海外華裔青年乃僑務永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新舊世代

傳承更是當前海外僑社面臨的最大困境，若辦理相關華裔青年活動經費又遭刪

減，勢必無法對海外青年僑團提供適當且具體的協助。 

三、中國大陸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方面 

    中國大陸國僑辦近年也注意到海外華裔青年對海外僑社的重要性，遂積極展

開一系列相關活動，如舉辦中國尋根之旅、世界華裔傑出青年華夏行等企圖拉攏

華裔青年以爭取其向心，甚至更將二〇一三年訂為「僑界青年交流年」。國僑辦

主任裘援平提到僑青交流年將以感知中國、加強聯誼、共謀發展為宗旨，以“凝

聚華裔青年力量，共圓共用中國夢想”為主題，通過訪問考察、聯誼交流、培訓

研習等系列活動，增進華裔青年對中國歷史文化、發展道路和建設成就的瞭解，

加強各國、各地區華裔青年之間及其和內地青年之間的友誼和交流，增強華裔青

年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並希望廣大華裔青年發揮優勢，

了解中國，介紹中國，搭建溝通華僑華人社會和當地主流社會的橋樑，共同暢想

中國夢的美麗願景。38 

    此外，各省又分別成立僑界青年組織，重點僑鄉則成立僑聯青年委員會，負

責組織與聯繫海內外僑界青年的工作。由此可見，中國大陸方面在組織僑青、推

                                                      
36

 筆者整理自 92 年到 102 年僑委會施政計畫之內容。 
37

 僑委會 102 年預算書，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593&no=9593&level=B 

  ，參閱日期：2013.9.25。 
38

 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zgqj/2013/05-28/4865323.shtml，參閱日期：2013.9.28。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593&no=9593&level=B
http://www.chinanews.com/zgqj/2013/05-28/4865323.shtml


116 
 

動青年僑團成立方面的態度是相當積極的，加上其舉辦的活動多數費用由主辦方

承擔，對青年朋友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肆、建議之因應策略 

僑委會吳前委員長英毅於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七月十日中央常務委員會議中

提出「迎僑青、聚僑心、壯僑社」的概念，指出加強華裔青年聯繫服務為僑委會

未來施政之重點，並針對青年僑團發展提出以下三項因應策略，「輔導僑團增加

青年參與比例」、「協輔華裔青年成立社團組織」、「提高華裔青年參與國內邀訪活

動之比例」，足見僑委會欲積極經營海外華裔青年組織以傳承僑團的決心，然本

研究發現上述因應策略雖觸及目前海外青年僑團發展面臨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但仍顯不夠具體，爰此以下將就上述三項策略提出拙見，以供僑委會參酌。 

一、協輔僑團成立青年相關部門 

    本研究發現華裔青年參與僑團之比例不高原因有二，一為多數僑團未成立青

年相關部門，根據程紹平對社團的研究顯示一個高凝聚力的團體才能有一個可大

可久的社團，而影響凝聚力的因素相當多，如成員同質性、團體大小、團體目標

吸引、成員間的互動與吸引、在團體的地位等。茲就與成立青年部門有關的同質

性因素詳細說明，同質性指的是成員間具有的共同興趣、嗜好、背景或經歷，當

成員之間感覺彼此相似度與共同性越高，感受到的凝聚力就越大。39青年部門在

僑團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建立華裔青年在僑團中的同質性，在感覺彼此相似後，才

能進而產生共同的團體目標，增加彼此間的互動。因此，要輔導僑團增加青年參

加比例必須先成立青年相關部門。 

二、汲取成功案例經驗協輔經營 

    本研究發現華裔青年參與僑團之比例不高的另一原因，為已成立青年部門的

僑團在經營方面經驗不足，如將青年部經營得如康樂部等，因此成效不彰。 

    爰此，建議商請在此方面經營有道的傳統僑團、新興僑團分享經營方針與經

驗，以協助其他僑團在最短的時間內提振青年部門發展，早日達成世代傳承的目

標。 

三、協輔華裔青年成立社團組織並定期追蹤發展狀況 

    僑委會過去舉辦了許多華裔青年回台參訪交流的活動，如台灣觀摩團、語文

研習班、暑期研習營等活動，這些來參與過的青年子弟未來都將是海外友我的力

                                                      
39

 程紹平，《縣市救國團社會義工參與志願服務凝聚力之質性研究》，台北：世新大學，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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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應積極協助其於活動結束後成立社團組織，或是透過網路建立線上社群，定

期舉辦活動凝聚彼此情感，而非協輔成立青年組織後便不再追蹤發展狀況，使辛

苦成立的社團淪為空殼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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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資優教育推行策略與預期效益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expected outcomes of 

gifted education of overseas students 

陳政見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摘要 

當前推行僑生教育政策似乎以華語教學為首要任務，然而華裔青年人才的發

掘與培訓，才是返回僑居地參與僑社，永續發展友我力量推力的根基。不過在歷

年僑務研討會上並未有重報告與指標。 

目前我國實施特殊教育法至今即將滿三十年，已近先進國家的水準，無論是法律

制定、經費保障、教學與課程設計或特殊教育評鑑制度的改進，都有長足的進步，

但在僑生教育政策方面，卻一直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策略與作法，是值得探討的一

環。 

資優教育是發掘與培育優秀人才的教育制度，以資優教育類型中之一般智能

資優、學術性向資優、藝術才能資優、領導才能資優及創造力才能資優而言，對

於僑務推展項目最有助益的是藝術才能資優、領導才能資優及創造力才能資優，

培養藝術才能與創造力資優生對推展僑民之民俗技藝與中國傳統藝術之創新，最

具說服力；而領導才能資優生之培育，則對僑社青年幹部之培訓與組織具有影響

力。 

透過文件分析法以國內、外資優教育文件資料分析推展僑生資優教育具體可

行做法，歸納為六項： 

1.協助海外華僑學校建立資優教育推行委員會，建立資優教育發展組織。 

2.協助發展僑居地語文與中文並用之鑑定工具包括智力測驗、藝術才能性向

測驗、以及領導才能性向測驗。 

3.多舉行台灣與僑區學校意見交流座談、研討會及經驗分享。 

4.以台灣經驗協助僑區辦理資優生鑑定事務：包含篩選、轉介、複選等。 

5.協助辦理特色資優教育方案作為甄選僑務青年領袖人才庫的搖籃。 

6.以台灣經驗協助資優師資培育工作，其中以資優課程設計、資優教學策

略、領導才能及創造力課程為優先培育的能力。 

推展僑生資優教育預期效果包括： 

1.近期效果：啟發僑校資優青年才能，讓資優教育進行扎根工作。 

2.長期效果：培養僑務資優青年向心力，讓他們成為政治、經濟、文化與學

術領袖，對於國家長期發展具有穩定與後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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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體效果：從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觀點，無論在教育文化或政治經濟，僑教

是友我力量延伸與永續發展的最佳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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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Chien Chen 

Dr. & Prof. of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aiwan, ROC. 

Abstract 

The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has long focused on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Nevertheless, another very important goal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s to identify and educate those gifted Chinese youth who are likely to serve or 

support Taiwan in the future. However, a survey of conference themes and project 

reports reveals that not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is area.  Furthermore, the 

Special Education Act of Taiwan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nearly three decades, and 

many of the concepts and practices of the Act, for example, law-making, budgeting,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nd program evaluation, are considered to be at par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mentioning of special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policies; thus, it is worthwhile to explore how 

special education can be implemented in the field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special education for youth who are gifted in arts, leadership, and creativity 

are most likely to benefit overseas Chinese youth. 

A document analysis on domestic and overseas literature and archives shows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six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gifted and talent 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which are listed below: 

1) Assist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to establish Gifted Education Promotion 

Committe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ifted and Talent Education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2) Develop bilingual assessment tools, including intelligence tests, aptitude tests,  

artistic talent tests, and leadership aptitude test;  

3) Organize seminars, workshops and conferences for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and Taiwan schools; 

4) Applying Taiwan experiences to assist overseas schools in the screening, 

referral, and identification processes of giftedness assessment;  

5) Assist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in implementing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s to 

develop a pool of gifted Chinese youth overseas;  

6) Applying Taiwan experiences in the teacher education for gifted and talent 

education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cluding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leadership and creativity. 

 

The promo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gifted and talent education is 

expected to yiel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23 
 

1) Short-term effect: Inspiring gifted overseas Chinese youth;  

2) Long-term effects: Nurturing gifted overseas Chinese youth who may b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academic leaders, and support the long-term 

national stability;  

3) Overall effe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educating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youth living overseas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extend th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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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從僑務委員會入口網站，以及歷年來的僑務報告中，可以發現政府對於僑民

投注最多而且有顯著成效是在華語文教育，無論在學校華語文課程的設計、教

材的編輯與出版、華語文中心的設立、以及華語文學習網站的建置等，可說應

有盡有，這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但教育是多面向的，尤其在教育對象的個別

差異方面，有普通生、身障生以及資優生，僑生教育是否也涵蓋這些學生呢?為

深入了解概況，筆者閱覽僑委會近十年來掛在網路上的工作報告，其中發現僑

委會皆提到未來努力之方向，包括：僑社聯繫工作，僑民文教工作，僑民經濟

工作，海外文宣工作，以及在僑生輔導工作等五方面。在僑民文教工作的重點，

首先當然以華語文教育作為優先辦理事項，而且成效斐然，其次是吸引優秀僑

生來台升學。吳英毅(2012)在 100 年僑務會議僑務工作報告中提到：｢加強僑民

聯繫工作，拓展海外僑教工作，培育華裔青年人才，鼓勵華裔子弟回國升學...｣，

顯然培育｢華裔青年人才｣是僑務重點工作，而其具體作法似乎都以鼓勵華裔子

弟回國升學為主要策略。 

筆者也搜尋有關僑務委員會有關僑民教育政策的資料，從 2004 年所有的工

作報告中，｢僑生輔導工作｣一直是僑務工作的重點項目。而所推展的僑生輔導

工作項目，歷年來共同的工作重點著重於： 

一、加強輔導海外僑生回國升學，而鼓勵僑生回國升學政策，以多提供獎、

助學金，及增加僑生工讀金補助名額為“誘餌”，當作提升海外僑生來台升學誘

因(中華民國 93 年僑務委員會議委員長報告)；另外，擴大「海外聯合招生委員

會」招生系科範圍，例如增加｢科技大學校院選填志願科系｣，加強國內、外技

職教育合作與交流的機會，有別於十年前著重綜合大學的招生與輔導。之後也

納入高中生的建教合作，例如：｢協助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與國內有信譽之廠

商，合作辦理僑生輪動式建教班，尤其該班招生對象係以經濟弱勢之華裔子弟

為主，該等人員將來學有所成後，樂於協助國內機關單位辦理海外文教經貿活

動及僑居地建設等工作，成為我國海外無形之資產，值得持續推動（張富美，

2005）｣。 

二、積極落實在學僑生輔導與照顧，例如：｢在僑生輔導工作方面，受教育

部刻推動吸引外籍生來台就學政策，相關措施多較僑生優渥，海外優秀華裔學

生以僑生身分回國升學又因減弱，反而強調結合民間資源募集獎助學金，工讀

金及學行優良獎學金名額，並結合社會資源及尋求台商企業提供更多的獎助學

金，以協助清寒僑生解決經濟困難照顧輔導僑生專心向學續與教育部密切配

合，爭取預算，增加僑生清寒助學金 (張富美，2007)｣，不過，高中以下的僑生

教育輔導目前則已不再出現，而僅以大學生為主。由此可見，對於僑生來台升

學的學生來源相對減弱。 

另外，在僑生輔導工作方面，僑委會也積極投入民間資源運用，例如：結

合民間資源募集獎助學金，並結合社會資源及尋求台商企業提供更多的獎助學

金，以協助清寒僑生解決經濟困難，作為照顧與輔導僑生專心向學的教育基金；

其次，繼續與教育部密切配合，爭取預算，增加僑生清寒助學金、工讀金及學

行優良獎學金名額。 

但是，清寒助學金與工讀金似乎偏向於救濟型態，而學行優良獎學金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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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獎勵優秀學生的性質，只是學行優良獎學金是否也應涵蓋資優教育的培育

呢?檢閱歷年的僑務報告中，筆者在文件當中並未發現｢資優教育｣或｢特殊教育｣

此一類教育專業術語出現，因此引起筆者對這方面探索的好奇與動機。 

 

貳、外僑學生人口統計分析 

既然對僑民或僑生｢資優教育｣產生研究興趣，那到底有多少華裔青年學生

可以接受資優教育呢?在各式僑務報告文件中，既然沒有資優教育的專業名詞出

現，自然而然就沒有資賦優異學生的統計資料。所以，想要知道資優學生的受教

人數，也只能從現有相關人口統計資料進行析解。 

根據僑委會入口網站主計室統計科(2013)所提供的華僑人口分析，截至

2012 年底，海外華人估計為 41,357,000 人，而其分布情形如表 1 所示。 

 

表 1 世界華人人口分布一覽表 

洲別 亞洲 美洲 歐洲 大洋洲 非洲 

人數 30,723 7,690 1,608 1,066 270 

註:單位為千人 

 

然而本文所關切的是：可接受資優教育的僑生人口究竟有多少人?於是筆者

根據僑務統計之華人人口專題分析所提供的資料，總計提供了五大洲 19 個國

家，包括亞洲：日本、印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緬甸，

大洋洲：紐西蘭、澳洲，歐洲：丹麥、法國、英國、荷蘭、瑞典、德國，美洲：

加拿大、美國，非洲：南非。事實上有華僑的國家應遍布全球而不只這些國家，

而且這些數字的統計也僅以該國對外籍移民的統計資料之華裔人口的統計而

已。而在 19 個國家的華人人口統計人口變項中，統計年別、人口成長比例(台灣

華人和大陸華人)、性別、居留資格(永久居留、定住、留學生、技藝專長實習、

該國居民配偶等)、居住地區(縣或州或省)、家庭型態、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而

只有少數國家將｢年齡層｣列為重要變項，例如：加拿大就年齡來看，以 25-44 歲

為 31.6%最多，14 歲以下兒童占 18.4%居次。年齡分佈亦以 25-44 歲近三成最

多，其次為 15-44 歲為 25.6%。因此，想要了解僑民資優教育學生，也只能用合

理資料進行推估罷了。但從這份數據，也相對提供資優教育有其必要性的一個重

要訊息。 

就十九個國家當中，提供年齡層的國家只有四個，其不同年齡層人口分配

情形(百分比)，經筆者重新整理如表 2 所示。 

從表 2 中可以發現，15-24 歲是國三、高中及大學的學生人口群，其分佈比

例在 12.84 到 24.08 之間，平均約在 18.45 左右，如果用這樣的比例去推算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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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年齡層的華人僑民教育人口數，則為 763,368,750 人(41,357,000 人*18.45%)，

若從資優學生出現比例約在 3%~5%之間而言(Haring& McCormick, 1990；徐享

良，2000；謝建全，2000)，那麼可接受資優教育的學生數約在 22,901,000 至

38,168,000 人之間，如果再細分純從台灣移民的華僑而論，以最保守的百分之十

計算也在 2,290,100 人至 3,816,800 人之間。有至少兩、三百萬以上僑民資優學生

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如果政府能透過資優教育的培育計畫，從年輕開始建立對我

國培育的感情，那不是一件功德圓滿的事嗎? 

 

表 2 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瑞典等四國華人年齡組人口數分配比例一覽表 

年齡層/國家 加拿大 澳洲 新加坡 瑞典 

0-14 歲 18.4 (14.2) 4.37 16.87 20.43 

15-24 歲 15.5 (25.6) 24.08 12.84 17.79 

25-44 歲 31.6 (29.0) 35.86 32.40 41.13 

45-54 15.6 (16.8) 17.66 17.39 11.65 

55-64 8.8 (9.9) 8.25 11.62 4.27 

65 歲以上 10.1 (4.5) 9.76 9.71 4.73 

總人口數 1,346,515(17,705) 302,761(24,370) 2,721,800 19,739(914) 

 

備 註 

括弧內為台灣人之

華人人口數及比例 

括弧內為台灣人之

華人人口數 

新加坡未註明

華人來源地 

括弧內為台灣人

之華人人口數 

美國華人統計資料有年齡層結構圖無詳細比例資料，故未列入 

 

然在幾十年的僑民教育政策中，只是鼓勵回國升學，或者像早期之｢僑教先

修班｣或教育部在各大學採用全額補助的方式回來就學，但並沒有“完全”篩選到

真正的資優學生。甚至以筆者在任教科系與海外僑居學生教學互動的經驗，它悶

之所以到台灣就學，主要的因素是因為家境比較不好，但想要透過補助以獲得文

憑才勉強到台灣就讀。這和我國僑教政策的預期的功能相差甚遠。反之如果將這

些經費補助，直接在僑居地協助當地僑校實行資優教育學生培育工作，不必離鄉

背井而收更好的｢認同｣效果，相信經濟上更划算也更有教育意義。 

 

參、資優教育與資優學生的意涵 

以人力資源為基礎，重視資優人才的培育，儼然成為本世紀重要的教育工

作，各國的教育改革莫不重視人才資源的開發，在多元智能發展的風潮下，「人

力」即「國力」，優質人力資源的開發對於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至關重要。

正如吳武典教授所言：｢資優教育源於『需要』，包括國家育才的需要、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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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及教育革新的需要｣。高素質的人力，乃源自高品質的教育，高品質的教

育將來自資優教育的執行。有鑑於此，資賦優異教育是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關鍵。

一方面資優生是珍貴的｢人才礦產｣，我們應如何開發其潛能？另一方面資優生的

受教權是否得到充分的關懷與尊重？然而誰才是資優生？資優生除了擁有某些

特殊才華外，是否具有獨特的人格特質？父母要如何給予發展的空間(台中市政

府，2008)?我國資優教育的發展已有近四十餘年的歷史，台灣資優教育耆老吳武

典教授(2006)曾就行政與法制面敘述資優教育發展可概分為四個階段：一、萌芽

期（1973 年以前），二、實驗期（1973-1983），三、發展期（1984-1994），四、

穩定期（1995 至今），每一個階段皆有實質的措施與成果。萌芽期以點設立資優

班為主，例如「才賦優異學生教育實驗」、設立美術資優班、「才賦優異兒童課程

實驗」；而實驗期，則開始多年性的實驗計畫為主，當時多以智能優異、數理資

優及各類藝術才能資優生的實驗為主，著重在課程規畫與教學方法的長期效應之

實驗，也為特殊教育法催生而做準備。發展期是指特殊教育法在 1984 年頒布後，

無論是行政組織或資優教育年齡均向上延伸(高中資優班)，而穩定期則逐步進入

正常運作。然而受到特殊教育思潮的衝擊，特殊教育法及相關法令也跟著修訂，

資優教育學生從原先的三類增為六類。  

要了解資優教育之前，應先了解資優學生，所謂｢資優｣即資賦優異的簡稱，

而資優學生是指｢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

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主要分類如下：一、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二、學術性向資賦優異；三、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四、創造能力資賦優異；五、

領導能力資賦優異；六、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 (特殊教育法，2013)。 

資優學生有異於普通生的特質，例如語言與思考發展較同年齡學生快速

(David & Rimm, 1998)，資優兒童及成人具有強烈的學習與成就動機、毅力、挫

折容忍度及廣泛興趣(Renzulli,1986; Gargiulo, 2009)；郭靜姿(2004)也綜合許多研

究，歸納資優學生具有以下共同特質：一、認知方面的特質:學習快、記憶強、

觀察微、善理解、知識豐、思想奇、疑問多、策略靈；二、情意方面的特質：理

想多、期望高、自信強、要完美、喜冒險、易堅持、樂獨立、少順從；三、生理

方面的特性：精力旺、作息繁、敏銳感、風格異。不過，都是資優生的普遍特質，

不同類別的資優生仍有其獨特的特性。 

從當前僑務政策的發展，正積極努力推展海外青年｢文化藝術研習｣或｢校及

僑團辦理｢參與臺灣文化活動｣或者是｢民俗藝術及活動研習｣，例如｢文化社教美

樂地｣(僑委會，2013)中揭櫫以「推展僑界多元社教活動，宣揚台灣精緻文化藝

術」為重點，主要工作項目包含：（一）輔導僑界於僑居地舉辦文藝及體育活動，

強化文化交流工作。（二）輔助僑團舉辦社教活動，促進僑社互動與融合。（三）

輔導海外各地辦理夏令營活動暨遴派文化教師巡迴教學，藉以推廣台灣本土民俗

技藝，增進教育傳承。（四）組派藝文團體前往海外巡迴訪演，宣慰僑胞，增加

訪團國際演出經驗，展現台灣藝術文化特色。（五）規劃辦理台灣文化藝術講座，

巡迴海外推介台灣精緻多元文化｣。從前述可知，藝術人才培育將是達成文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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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重要指標，而我國在｢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教育部，2013)｣，

第十七條對於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界定為：｢指在視覺或表演藝術方面具有卓越潛

能或傑出表現者。｣而在鑑定方面，則透過不同管道進行，包括｢藝術性向測驗｣

篩選，或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或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各該類科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者。由藝術才

能優異的教育制度可知，僑務工作在藝文活動的推展，也需要藝術人才的發掘與

培育，才能相輔相成。而這方面多數以｢研習活動的形式｣為之，較少看到｢長期

教育與培養｣的政策，殊為可惜。 

此外｢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二十條之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

異，指在｢肢體動作、工具運用、資訊、棋藝、牌藝等能力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

表現者｣，其中肢體動作表演包括體操選手、民俗表演等，也是藝能特殊人才培

育的對象之一。這類別資優學生，目前在台灣的國中、小學僅止於資優方案訓練，

尚未有資優班的成立。不過高中階段資優班卻已實行多年，可資借鏡的地方很多。 

另一類科資優學生是｢領導能力資賦優異｣，筆者認為這類學生是僑生教育政

策種所揭示的：｢華裔青年人才的發掘與培訓，才是返回僑居地參與僑社，永續

發展友我力量推力的根基｣所要積極努力的栽培對象。領導能力資賦優異是指｢

具有優異之計畫、組織、溝通、協調、決策、評鑑等能力，而在處理團體事務上

有傑出表現者｣。而領導能力資賦優異的鑑定方式包括：一、領導才能測驗或領

導特質量表；二、透過專家學者、指導教師、家長或同儕觀察推薦，並檢附領導

才能特質與表現傑出等之具體資料。如果能在僑居地直接進行鑑定更符合領導能

力資賦優異，而非挑選者主觀印象所得。 

然而依據教育部頒布的(2013)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規定：｢各

級主管機關及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及社經文化地位不利之資賦優異學生，應加強鑑

定與輔導，並視需要調整評量工具及程序｣。僑校如果也能比照｢社經文化地位不

利之資賦優異學生，應加強鑑定與輔導，並視需要調整評量工具及程序｣，而發

展各國所需要的領導才能測驗鑑定工具，更有助於發掘人與培育。 

 

肆、推展僑生資優教育的具體做法 

對於推展僑校實施資優教育，筆者透過文件資料收集與分析，提出推展僑生

資優教育的問題與具體可行做法，歸納為六項： 

一、如何建立海外華僑學校資賦優異教育組織?  

教育之推展首在組織的建立，國內目前推行特殊教育之所以逐漸步上軌道，

甚至和國際接軌，主要在於法令的制定與組織的建立。而資優教育是特殊教育的

一環，我國特殊教育法第 5 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應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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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諮詢會；第 6 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簡稱鑑輔會），而其組織成員有學者專家、教育與學校行政人員、教師組織

代表、家長代表及其他專業人員等等。筆者認為僑委會在海外僑校欲先推行資優

教育，至少先比照特殊教育制定推行特殊教育相關法規或優先制定｢僑校資賦優

異具推行辦法｣，進而在每一僑校建立｢資優推行委員會｣，以及成立｢資賦優異學

生鑑定組織｣，也可參考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分區設置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可仿

照台北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對教師及家長提供資優教育鑑定、評量、課程、

教材、教具、諮詢、輔導等服務(吳武典，2009)。目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已普設

特殊教科（課），然而其下是否設置障礙教育與資優教育分責單位或承辦人員，

有待釐清(吳武典，2009)。其實，台北市在資優教育組織方面除了教育局有專責

辦理單位之外另外也成立學校資源中心外，在高中成立｢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統

籌辦理資優資源整合、宣導推廣、親師生進修成長研習活動、資優課題研發等(台

北市政府，2010)如此一來，對於甄選賦優異教育學生在法規、組織及人力方面

有了明確的依據，對於資賦優異學生的鑑定、培育與招生，將有利於執行。 

至於在僑民方面，歐、美、紐、澳、日地區僑民或僑校可直接可以參考當地

鑑定組織辦理，因為這些先進國家對特殊或資優教育比台灣更早執行，制度上也

較為健全。反而要協助且要優先協助的是東南亞國家，無論是地緣或文化支援上

有其方便性，而且東南亞國家與我們比鄰而居，又是中共拉攏的對象，是政府應

積極努力投入人力協助的地方。 

二、如何協助海外華僑學校發展資賦優異教育鑑定工具? 

協助僑居地語文與中文並用之鑑定工具，可以分為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協助

修訂目前國內原有的測驗工具，特別是屬於教育部所發展的測驗工具：包括智力

測驗、藝術才能性向測驗、以及領導才能性向測驗等是一項重要任務。 

目前國內辦理藝術才能資優鑑定工作在國民教育階段以各縣市之鑑輔會，國

立或直轄市高中則由教育中部辦公室(目前已改為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統籌處

理。而在資賦優異的鑑定工具方面，有關一般智能優異學生及學術性向資優學生

的鑑定評量工具，是屬於較為齊全的，無論是教育部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或心理出版社或中國行為科學社，所出版之智力測驗或各類科之能力測

驗或成就測驗，不下百種(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2013；心理出版社，

2013；中國行為科學社，2013)，國內已發展很多智力測驗，只要進行適當的修

正與當地常模建立即可運用。 

但是在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評量工具的發展，通常民間出版社較不願意發

展，而台灣師大美術學系所發展的國民小學美術性向測驗及國民中學美術性向測

驗已於 2008 年已不提供借用。藝術才能方面最近教育已建立各種可運用的評量

工具。教育部近年來委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專長教授，極力發展藝術才能方

面之評量工具，目前有國民小學音樂性向測驗、國民中學音樂性向測驗、國民小

學藝能傾向測驗(音樂類)、國民中學藝能傾向測驗(音樂類)、國民小學藝能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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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美術類)、國民中學藝能傾向測驗(美術類)、國民小學藝能傾向測驗(舞蹈

類)、國民中學音樂性向測驗、國民中學藝能傾向測驗(音樂類)、國民中學藝能傾

向測驗(美術類)、國民中學藝能傾向測驗(舞蹈類)，在資源共享的理念下，僑校

藝術才能資賦優異教育的鑑定工具應該多加利用。 

另外一方面則是僑校要自行發展測驗，就以領導才能測驗而言，宜配合當地

情境建立領導者問題解決能力的相關測驗為佳。目前國內對於領導才能資賦優異

學生的鑑定工具，教育部目前尚未有委託專案及評量工具出現，只有筆者(陳政

見，2004)所發展之領導才能性向測驗，但只適用於國小五、六年級，王振德(2005)

所修訂之領導技能問卷(LDP)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適用範圍是國小

五年級至高中三年級，測驗功能在於一、幫助個人了解自己的優勢與弱勢，作為

改進發展其領導潛能的參考；二、教師可利用此份問卷，規劃領導技能的發展方

案與擬定改進計畫。不過，尚未建立足以代表的常模，因此不適合作為領導才能

資賦優異學生的鑑定工具。所以，如果在僑生領導才能資優教育的推廣方面，發

展測驗工具是有其必要性。 

三、多舉行台灣與僑區學校意見交流座談、研討會及經驗分享。 

台灣許多學者將現有的特教工作與研究經驗，帶到大陸協助特殊教育的推

展，頗受歡迎，而且已有具體成效。但在僑校方面並未有這方面的報告，因此建

議僑校也可以借重台灣經驗，據以推展僑校資優教育。筆者認為：台灣與僑校應

進行意見交流座談會、研討會及經驗分享。尤其是在人力運用與社區資源運用方

面，當前台灣在退休制度優渥條件下，許多資優教育教授及高中、國中、國小教

師在五十歲出頭到五五退休者每年人數都有好幾千人，而這些提早退休教師並非

多病反而是在有壓力下退休，許多績優教師也提早退休，僑務單位可以好運用這

些人力投入僑校進行交流座談，甚至提供教學活動設計，實際帶領活動。 

另外，台灣所有教育大學或綜合大學之師範或教育學院均設有特殊教育學系

資賦優異組或資優教育研究所，累積豐富的教育成果研究，像中華民國特殊教育

年會、或中華民國資優教育年會，每年年會都會舉辦主題研討會，應該鼓勵僑校

教師回來參與盛會，或者以不同區域辦理資優教育學術研討會，例如：東南亞國

家應該成立僑校資優教育聯合學術研討會，透過專題演講、論文發表、優良資優

辦理方案經驗分享等，以提升教師對資優教育的專業知能。 

四、以台灣經驗協助僑區辦理資優生鑑定事務 

我國特殊教育法第五條明定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安置及輔導的組織稱之

為：｢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該委員會以推動特殊學生之鑑定、

安置及就學輔導工作為主，有規模的直轄市會將鑑輔會分成身心障礙類鑑輔會和

資優教育類鑑輔會，資優教育類鑑輔會辦理的工作，例如：資賦優異提早入學鑑

定、資優班評鑑與訪視、資優資源中心督導與管理(高雄市政府資優教育白皮書)。 

而在學校內設有專責人員於校內辦理各項資優教育相關業務，例如：編訂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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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班設置及實施計畫，辦理資優班學生之甄選、鑑定、安置、輔導工作，辦理資

優班課程設計與實施，以及辦理學生專題研究作品審查及發表事項。同理，如果

在僑校辦理資優教育可以循此模式施行。 

不過，或許僑校在人數及教師人數未必能符合設立的標準，因此採取區域聯

合資優教育中心的模式會減少負擔但又更具專責單位所能發揮效果。 

五、協助辦理僑居青年領袖人才特色資優教育方案。 

領導才能的界定之前已敘述，而如何發掘僑居青年領袖人才呢?鑑定是首要

任是無庸置疑的，但更積極的作為應該是針對僑居青年進行訓練。例如：探索性

教育活動(李協信，2009)、創造性問題解決活動(江美惠，2007)、創造性領導才

能教學活動(周佩樺，2007)，利用各式的活動設計培養領導才能的特質，活動設

計包括：自我覺知、高層次思考與發問技巧、角色扮演、團體動力訓練、未來與

預測訓練活動、問題解決模擬活動…等等，透過這些活動在於培養一些關鍵性概

念(critical conception)，例如對社區團體的關懷進而對民族國家的認同、認識社區

結構進而養成領導才能、探索祖先文化起源的動力與興趣、培養革新的人力資

源、以及創意表達的能力。教育部自 2009 年起補助各縣市推展多種資優教育方

案(以嘉義市為例：有領導才能育樂營、創意圍棋方案、創造力暑期營等)，這些

豐富的經驗可以在僑居地青年加以運用，而從這些實作當中進行觀察、評量，作

為甄選資優學生培育僑居青年培育人才庫的搖籃。 

六、以台灣經驗協助資優師資培育工作 

以台灣經驗協助資優師資培育工作，其中以資優課程設計、資優教學策略、

領導才能及創造力課程為優先培育的能力。在｢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

式實施辦法｣(教育部，2010)第三條有關資賦優異教育的課程，強調｢適性課程｣

(adaptive curriculum)，除針對學生專長領域進行加深、加廣或加速學習外，更應

加強培養批判思考、創造思考、問題解決、獨立研究及領導等能力。所以資優課

程設計、資優教學策略、領導才能及創造力課程對於培育資優教師能力而言應該

列為優先修習的學分。也可透過甄試程序辦理「學士後資優班學程」及普通教師

「資優教育專業學分班」，或加強辦理在職教師的資賦優異增能(empower)進修活

動，以提昇教師資優素養。 

其次，台灣當前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師範院校特殊教育學系同時培養身心障礙類

及資賦優異類教師，在少子化、各校減班的情況下，師資過剩而形成所謂｢流浪

教師｣的現象(立法院教育部長答詢)，在需長期培養的過程中，這些過剩的人力

資源也應善加運用。 

伍、推展僑生資優教育預期效果(代結論) 

資優教育以前稱之為菁英教育，或天才教育，在大陸稱之為｢超常教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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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是對各種潛能(aptitudes)進行啟發的工作，是｢人才礦產｣的發掘工作。資優

教育在各國都是列為教育的重點工作。但近年來，在社會福利觀念的抬頭下，特

殊教育經費反而優先被用在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法第 9 條第二項：｢地方政府

編列預算時，應優先辦理身心障礙教育｣，但中央則無此規定，這也是僑委會協

商教育部辦理僑生資優教育的契機。而辦理僑生資優教育預期效果為何?筆者擬

從近期效果、長期效果及整體效果分別申述如後。 

一、近期效果：僑校對華裔青年資優教育進行扎根工作。 

過去以來，僑委會一直沒有辦理此項工作，如果從現在開始有系統計畫，提

出具體方案，讓僑居優秀青年感受到重視，若能落實卻執行每一具體方案，相信

十年內從鑑定發覺、組織建立、到人才培育，在短時間內馬上可以看到具體結果。

而在短期內能積極試辦、推展，也是資優教育進行扎根工作的工作，最起碼給優

秀青年給予資優教育的機會。然後以此當作基底(schema)進行擴展全面性實施方

案，也就是區域認同(original identification)的功效。 

二、長期效果：培育海外各界領袖成為國家穩定與後援力量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資優教育必須長期投資，而非短期進修或短暫補

助所能收到效果的。培養僑務資優青年向心力，讓他們成為政治、經濟、文化與

學術領袖，需要漸層與逐步執行，假如每一個僑居地所設學校都能發展資優教

育，將最優秀的人才投注經費與資源與以培養，也許起初可能沒有覺察其明顯效

果，但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開拓僑民資優青年的領導能力或培養藝術才能人

才，需經年累月而非一蹴可幾，因此投注多少心血，就是他們對台灣向心力的保

證。而將培育得資優人才，若能採取區域連結成為領袖人才網絡，對於國家長期

發展並訂具有穩定與後援力量。 

三、整體效果：功能認同永續發展友我力量 

從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觀點來看，人類在科

技產品的發展下，人際界線並不明顯，但是教育的結果所產生的氣質與修養，以

及所造成的價值觀會有明顯的差異。而教育對於祖先文化的認可是最基本的力

量，資優教育越早介入，對於台灣(中華)文化認可會更堅固，這是一種文化血統

的認同（culture traditional identification）。但教育人才認同的國度是無形的，僑

民無論在文化或政治經濟是友我力量延伸，是永續發展的最佳據點，而這種認可

是一種｢功能性的認同(functional identification)｣，它不必拘泥形式的國家認同或

祖先文化認同。而是在國家的政策及經濟或危機的挽救，資優教育培育的人才就

能在全球化的大視野下展現功能。 

以上所述，是筆者從三年前開始參與海外華人學術研討會中，因研究主題偏

向華語文教育，故兩次投稿有關語文教育中的僑民書法教育問題，在先進的青睞

下終有機會在海外華人學術研討會發表自己的研究與想法，進而發現僑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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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華裔青年教育方面，沒有觸及特殊教育或是資優教育方面的議題。因此，

以拋磚引玉的概念，先從僑民比較容易接受的資優教育(藝術才能資優及領導才

資優)，先拋出一些理念與看法，並結合僑務政策作一些初步陳述，冀望能產生

漣漪效應，引出許多資優教育專家能貢獻心力，協助推展海外僑民資優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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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華裔子弟具華語文教學能力之學程規劃芻議 

A Program Setting for Cultivating Chinese Descent Students with 

Chinese Teaching Abilities in Taiwan College Curriculum 

舒兆民 

（國立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目的在探討養成華裔子弟具備華語文教學能力的學程規劃，以及相關該

學程之招生與推廣配套措施之建議。 

  2012 年教育部統計資料，現今來台留學的僑生有一萬五千餘人，分別進入

工學院、人文學院與資訊管理學院等院所居多，除了基本具備的學科能力外，他

們在僑居地成長，有著跨語言文化的經歷背景，了解當地社會人文與華語文實際

需求，他們的背景與能力實足有成為當地僑教教師、甚至適合為當地華語作為外

語的教師。來台留學後返回僑居地就業者有越來越多的趨勢，他們學成歸國或在

未來返回僑居地，也可能是未來僑團僑社裡的重要成員，更可能成為僑教推動或

教學的一分子。因此，思考如何有計畫的推動培育他們成為僑教或華教教師，以

及來台留學積極參與華語文教學學程推動計畫，為本文討論的重心。 

關鍵詞：僑民教育、來台僑生、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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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train overseas Chinese descent to develop the ability of 

teaching Chinese, and related to the regarding ways and plans for the curriculum in 

Taiwan colleges. 

     As 2012 statistics from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rrent overseas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for university diploma are over fifteen thousand, respectively, into 

the college of Industry, Humanitie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For them, 

in addition to the basic disciplines of their profession, they mostly have lived 

multi-culture places and grown in a cross-language background.  The heritage 

Chinese students experience this sort of undergoing cross-culture knowledge. In fact, 

they after graduating from Taiwan colleges are suitable for overseas Chinese heritage 

of CSL teachers.  Hence, for meeting the teachers need now,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opics of how to setting overseas Chinese teacher educational curriculum and the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it.  

 

Keywords: Heritage Chinese Education, Overseas Chinese as National Students 

in Taiwan College, TCSL, Teacher Train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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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海外僑民與華文教育 

  由於全球僑教之教師之組成互異，學校類型亦有不同，教師背景多樣，多數

為志願工作者，且以家庭主婦為最多數，然因華語學習的熱潮，以及第二專長的

需求，進入中文教育領域的機會增加。再加上台灣的移民人數降低，複以資訊融

入教學的特殊性等等，學習者背景、教學大環境、與教學方法都有所變遷。不論

是針對僑民中文學校的教學，或是數位教學模式的融入，以及轉型或加值成為教

學機構，亦或是鼓勵教師進入當地正規中文教學領域，都成為現今海外僑教教師

的可能發展，與自我養成之需求。但長期來看，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翁，現在的學

生也將是未來教師的來源，再加上現在外籍人士對華語文學習的需求增加，華裔

子弟實可做為未來在僑居地做為僑教與外籍人士華語文學習的教師。 

  目前在海外華人人口數，僑委會 2012 年底統計為 4136 萬人，台僑人數為

180萬 7 千人。大陸暨南大學與美國俄亥俄大學的統計資料為 3695萬 1110 人。

在數個主要移民國家中，華人人口數與在地經濟的影響，實有一定程度的力量。

然而，國際間的交流與國力的發展，在現今不單是國防，還在於經濟的發展，以

及語言與文化交流與傳揚，這類軟實力更為各國所關注。那麼，軟實力的傳播重

要的管道乃是華語文教學與文化的交流活動。 

  我國教育部於 2012 年 10 月統計現於台灣留學的僑生計有 15,204 人。來台

留學的僑生，以本身具有華人血統與文化，也具備了僑居地當地的語言能力與文

化，此項特點將是做為展示融合兩種文化的代言人，更是當地最佳的華語文入門

與文化教師，他們不僅能了解當地，更適合發展在地化、國別化的教材與教學。 

  來台留學的僑生於不同系所就讀，養成各領域的未來人才，大學教育在現在

更重視跨領域的結合，以其帶有兩種語言與文化的身分，再加上專業的養成，做

為一個在地性的專業華語教學者，更是不二人選。因此，本文擬就來台僑生的特

點規劃其來台留學的華語文本科系所課程，或系所專業配合華語文學程之第二專

長的課程，期培育僑生未來具備華語文教學之知能。 

  基於以上的思考，本文經文獻與觀察分析後，除了提出規劃僑生華語文系所

本科生與第二專長之華語文學程課程建議外，並就推動方式，以個人教學經驗與

訪談各地僑教人士，從招生、選課、學程推廣與鼓勵、補助方案、未來評估等提

出建議，期望來台優秀僑生能在專業上成長，也有了華語文教學能力，為百年事

業增添更多華語文領域的生力軍。 

 



139 
 

貳、華裔學子的中文學習情形 

  有華人的地方就會有華文教育，這是華人重視後代子女的教育，當然也就是

華人文化中認為讀書重要，認祖不忘本的觀念。而縱觀全球華人分布，兩岸之外

華人最多的地區就屬東亞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再來則是近年移民至美加地區。 

（一）東亞地區 

  二十餘年來，東亞地區政治經濟相對穩定下，中文學習的熱潮也因此而啟

動，區域性的經濟軍事合作等需求帶動了語言間的交流，除了英語重要性不減

外，中文的學習也成為幾個區域的外語學習趨勢，如：東南亞、日韓、美加、法

國，隨著這些地區對華語文學習的重視，全球普遍在華語文的學習量隨之升高。

原來做為海外華人的祖裔語言－華文教育，則因應此潮流而使得家長重視子女的

中文學習，也提高了學習者的工具性動機。 

  海外華文教育的歷史從早期的移民教育，移植自本國母語的教學到後來講求

落地生根而不忘祖裔語言，到現在增加了未來多語能力與就業機會的動機，華文

教育在近五六十年的發展，有從谷底走向復興之勢。以東南亞為例，二十世紀五

十年代後，東南亞國家相繼限制華文教育，而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則又

開始復甦，主要有以下的原因：(1)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交流發展，新移民大大

增加，特別是移民美洲、歐洲與大洋洲；(2)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發展，

使華文人才需求增加；(3)九十年代起，東南亞各國採取開放，甚而鼓勵的措施

來發展華文教育；(4)兩岸之間持續在華文教育上的推動。 

  東南亞是華人移民最多的地方，也是具有華裔血統最多的地方，據 1993 年

僑委會及大陸暨南大學的海外華人人口的交叉調查，亞洲華僑華人佔海外華人達

九成，華人學校佔全世界也達到九成，而且東南亞的中文學校就有八成的數量。

印尼自 1994 年後即放寬了華文政策，2004 年已有 19 所國民學校高中開始了漢

語教學，2005 年底印尼約有 250 所華文補習學校或三語學校，而且印尼華人也

興辦幾所華文大學，如：泗水智星大學、萬隆國際外語學院、雅加達新雅學院等

等（郭熙, 2007）。一般來看，印尼華文教學從幼兒開始，每週約有 4-10 節的時

間教華文。 

  馬來西亞 2004 年的統計有 1285所華文小學，學生約六十萬，六十所華文中

學（即「獨中」），學生約五萬多人，還有三所民辦學院（郭熙, 2007）。2006 年

《亞洲週刊》報導，自 1999 年起，泰國政府將中文列入大專聯考的選考科目，

2000 年通過了在高中的漢語課程，一般中學與專科學校平均每週有 2-4 節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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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學習中文在泰國是漲了十倍，2001 年中文是學生最愛的第二外語，泰國開

設中文課的小學有 350所以上，2006年 1月 12日泰國教育部更決定將中文列為

第一外語，2008年全面將漢語課程納入泰國 2000餘所的小學，劉振廷（2006）

估計在泰國正式學習中文的人數超過 25 萬人。再看鄰國菲律賓，雖然在該國菲

化的要求之下，祖裔語言教育多少受到打壓，然而卻在另個角度發展出新的枝

椏，原本的華校在艱難中生存，少數學校進行改革擴充，開辦為幼稚園、中小學，

筆者於 2004 年參訪馬尼拉地區七校一學院即有此感受，許多只是私人興辦的教

學、中文學校，則購地租地成立學校，興建校園，養成學生雙語學習的能力。溫

廣益（1997）提及在一份「菲律賓華人學生文化背景與認同意識」調查中，發現

菲律賓華人的年青一代在理智和情感上已傾向於自己現居的菲律賓國家，認同當

地並視菲語為第一語言。另一方面，他們大多數希望接授華文教育，保留中華文

化的素質。七成以上的學生贊成進華校就讀，七成以上的學生贊成華校的存在，

而且過去華校都是華人血統的學生，而如今馬尼拉地區的華校中，菲華混血的學

生佔了六成，郊區的比例更高，有的省分，菲律賓學生在華校佔了一半以上，可

知華文教育在當地已然接受為正式教育語言，每週有十小時的華文課是相當難能

可貴的。 

  東北亞的僑民情形，以日本為例，日本的中學與大學漢語教學相當普遍，2003

年，日本有 353 所高中開設中文課，2004 年則有 475 所高中開設中文課。1996

年日本把漢語正式列入大學入學考試科目，日本 500餘所大學幾乎全部開設了漢

語課程，其中 85 所大學設立了中文專業，九成五以上的大學把漢語作為第二外

語，估計現在學習漢語人數在近二百萬（巫樂華, 1994; 王洪順, 2003）。 

  以上為東亞的華文教育情形，以僑民華裔與外籍人士的中文學習數量來看，

實是有增無減，而且，各地語文教育開放與兩岸穩定經濟發展基礎下，華文的學

習者勢必持續增加，然而，觀察這些地區的華文教師大多老成凋謝，以筆者參訪

地區來看，包含越南、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與泰國幾個重要城市，華文教育

多在五十歲以上，正規學校的華文教師需求高，條件合格且了解當地社會人文之

教師更是不易尋得。東亞如此，那麼再看看歐美情形。 

（二）美加地區 

  華人移民美國量多的時間約在 1949-1950 年起，近期則為 1989 年中國大陸

開放後。美國的中文教學在逐步進入公民教育體系，1985 年，全美已有 250 多

所華文中小學為正規學校納入美國教育體系。1994 年 4 月，美國大學教育委員

會也首次在其舉辦的高中生報考學術性測驗（SAT: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中將

中文列為考試語種之一。猶他州更是頒布法令，要求全州的公立中學把中文作為

必修課，2003 年年底美國大學委員會作出一項啟動漢語和中國文化進階先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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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考試（AP: Advanced Placement）的決定，強化了華裔對中文學習的目的與

一般美國學生選修中文的動機。AP 課程被視作美國中文教育一個新時代的開

始，不僅學中文人數將大增，而且也改變華文教育現況。2008年前，全美近 3000

所公立、私立高中有 1/3 設有中文科目，300 多所中小學開設了中文課程，暑期

美國國防部開動的星談中文教學計畫也持續了五六年。以上的現象，也刺激了華

裔在學齡前與中小學時期的中文學習態度。然而，美國地區的中文學習與其他外

語相較，仍屬少數，其中一項原因也是缺乏合格而能融入當地社會的華文教師（舒

兆民, 2010）。 

  加拿大在廿世紀七十年代起，多元文化政策的指引下，各省紛紛制訂了「祖

裔語言教育計畫」，運用政府的經費、設備與各民族地區的人力資源，大力開展

祖語教育。華文教育為祖語教育工作的一部分，有了很大的發展，對於一些中學

畢業準備升大學主修亞洲研究之類的專業學生，漢語成為獲得中學畢業證書與進

入大學的必修課程。為了統一教學程度，溫哥華地區還設置了「漢語的省級考

試」，安大略省與多倫多市共有 27700多人讀中文班，2005年，多倫多公立學校

中有 100 多所開設中文課程，阿爾伯達省、曼尼托巴省和安大略省，已有正規學

校實行了中英文雙語課程，這在以英法強勢雙語的國家來看，已是該國的第三個

重要的語言。1994 年 9 月起，加拿大政府承認華文考試成績可以作為大學認可

的一種外語分數（李寶貴, 2005; 黃昆章、吳金平, 2001）。與美國一樣，加拿大

的華校、僑校大多數沒有自己的校舍，師資也非常缺乏，華文教師多數是兼職，

學歷高但專業不是中文，沒有受過正規的師資訓練，而且，以當地正規教育的教

師需求，是非常需要合格的、能適應當地的華文教師。 

（三）紐澳地區 

  廿一世紀以來，澳大利亞華人子弟學習中文成為風氣。2003 年，維多利亞

省和雪梨市的中文學校就有 100多所，學習人數約兩萬人，其他地方的中文學校

也很多，而且很多中文學校規模很大。這些中文學校都是補習性質的，每周末上

課 2-3小時，他們參考兩岸國內中文教育，特別是中國的國內中小學教學經驗，

自訂粗略的教學大綱，讓學生能有學習目標，教師有共同遵循的教學依據。除了

華人主辦、以華人子弟為主要教學對象的週末學校外，澳洲中小學和大學也廣泛

開展漢語教學。1988 年有 2230 名小學生在學習中文，1999 年則增加至 12300

人。在 1988 年有 6682 名中學生學習中文，而 1992 年則增加至 10122 人。1995

年澳洲有 113 所中小學開設了中文課，而在 2003 年增加到 485 所，學生總數在

58000 餘人。1981 年澳洲有 11 所大學開設中文課程，1992 年增加到 22 所。華

文學習在當地從原來集中在華裔擴大到作為外語的學習（黃磊, 2003）。 

  再看紐西蘭的華教情形，廿世紀上半葉，紐西蘭實行強迫教育政策，凡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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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16 歲之間必須接受普通教育，僑民小孩也一樣，不過對於僑民孩童學習華

文不予鼓勵，也不加干涉，僑教也准予開設，聘請教師入境也是許可的。紐西蘭

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多元文化包容並蓄，使得華文教育有了自己的生存土壤。1995

年，紐西蘭學習華文的中小學生只有 244 人，1996 年達到 2373 人，1997 年有

60 所中小學、13 所大學開設華文課程。在正規學校中，紐西蘭各大中小學除了

開設英語和毛利語外，還開設外語選修課，漢語是其中選修人數較多之一的科

目。1998 年，紐西蘭教育部正式宣布將華文列入全國大學入學考試的外語科目

之一，2000 年將華文列入紐西蘭中文會考，使華文成為外語考試科目（梁小鋼, 

2004），這些都助長了中文在當地的學習熱潮。 

（四）歐洲地區 

  郭熙（2007）提到在 2003年，全歐洲共有華校 300餘所，其中英國有 160-180

所，法國與荷蘭各三四十所，德國有廿多所。以英國華教現況來看，2001 年約

有 2400 名學生修讀了英國初中會考漢語課程，3200名學生修讀了高中程度的漢

語漢程，學生幾乎全部來自華人家庭，2002 年，有 150 餘所中學開設了漢語選

修課。2003年，英國大學裡約有 30所開設了漢語課，該年學習漢語的人數，包

括正規小學、中學、大學以及民辦中文學校的學生，約有四萬人，之後連續五年

撥款 100 萬英鎊在英國公民中普及中文的學習。  

  法國的小學、中學與大學開設中文課的比例也頗高。2005年法國有 1000多

所小學、150多所中學開設了漢語課，其中學生絕大多數是法國人，華人子弟僅

佔 10%，中學學華語的人數是 9330 人。在大學，漢語課的開設也很普遍，超過

100所大學開設中漢語課，學習者以千計，有十三所大學開設了中文專業，學生

達到 6000 多人，其中有五所大學有碩士學位，兩所有博士學位。德國的華人在

2004年年底達到 15 萬人，其中文學校也都是週末學校，沒有自己的校舍，然而，

漢語學習的人口也是逐年攀升。 

  綜合以上幾個地區的觀察，可以發現的是學習中文的人口逐年增加，全球彼

此間交流頻繁，外語學習需求也提升，華語文的國際地位因時代與東亞、中國的

經濟提升而隨之升高。面對增加的學習群，我們不禁要問的是影響語文教育甚深

的教師養成，這些學子的優秀教師要具有什麼條件？要從哪裡養成最好？ 

 

參、來台留學僑生與華裔學生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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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度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來台留學的僑生數為 15,204 人（參表一），

比起來台留學的國際學生（11,554人）與來華語文中心學習華語者（13898人）

都多，再看近年來的僑生來台留學生數，95 年為 10320 人仍為逐年增加近一半

至 101年的 15,204人。來台修讀學位的僑生，以亞洲地區的僑生最多，有 8,696

人，其次為美洲 1,575 人（參表二），可以想見東亞地區的僑生是佔最大多數的

留學生。僑生與外籍國際學生不同，也不同於一般在華語文中心的學習者，華語

文中心的學習者以華語文學習為目的，短期在半年、一年、少數為兩三年強化自

己的中文能力，以單純的中文學習為目的，而修讀學位則是為了取得一個專業技

能，取得台灣發給的大學大專學歷。這些來台留學的僑生在中文的能力上勝過來

台留學的國際學生，他們一般本身具有基礎的中文聽說能力，有的還在台灣師範

大學的華僑先修班學過一至兩年的課，口音上或許帶有地方腔調，但他們的學習

能力與意願不比本國學生差，中文讀寫的能力也不比國人弱。而且，「離鄉背井」

回到父母或先祖的祖國留學，在入學時都帶有強烈的學習動機。 

表一：近年來境外學生在台留學／研習人數（教育部統計室，102年 10月） 

 

 

表二：大專外籍學位生及附設華語生人數（教育部統計室，102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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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台留學的僑生中，以前五名的來自僑居地區，分別是：澳門、馬來西亞、

香港、印尼、緬甸。無論如何，以一年中的在學人數達到一萬五千餘人的現象，

未來他們畢業後，再升學、就業、返僑居地服務等，都是一大力量，對於國民外

交與教育事業都是一大生力軍。 

  回過頭來看看這些華裔學生的特點，雖說各地區有各地區的特色，他們接受

的僑民華文教育也各有差異，但因為是華裔，也會有不分地區、不分國別的共同

性，尤其是在華語文學習上因為是華裔而常有極端兩者的表現。他們具有以下的

特點： 

（一）語言學習經歷複雜 

  一般僑生居住的所在國語語是必須學習掌握的，也是生活需要。英語是國際

上強勢語言，也是所在國的首選外語，華語常是上一輩的語言，也有的常是中國

境內的某一方言，像是閩語、客語、廣東話、潮州話...等。複雜的語言環境，讓

華裔普遍有不同語碼較高頻的轉換，學習新的語言並不可怕，頗能適合多語的環

境，也較能與不同族群的人們交流溝通。 

（二）很少有零起點的中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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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華裔來說，中文能力不會是完全的「零起點」，儘管在印尼禁華語三十年，

他們對華語或漢語方言仍具有一定能力。這些年受到華語學習熱潮，各地的華裔

子弟也很少是完全沒學過中文的，這種非零起點的現象對教學安排是一項挑戰，

分班不易，教學面對各地不同背景、程度參差的學生，要統一教學起點是不容易

的事。 

（三）「整合性」學習動機強 

  學習語言動機有「工具性」、「整合性」兩種，華裔學生在學習華語的「整合

性」動機高，他們學習中文為了使用它與家人溝通，了解華人文化，也想藉此尋

根，同時由於現階段的學習熱，作為謀生工具、升學加分都有幫助，也強化了「工

具性」用途。身為華裔，他們大多有族群意義上的華語學習明確性、堅定性，在

調查還發現華裔學生為何學習華語的選項中，還極大多數學生勾選了「華人就應

該會說華語」的主觀理由，而且學習中文的動機，華裔比非華裔高很多（王志剛, 

2004）。正由於「整合性」的學習動機強，在目前的華語文教學模式中，華裔初

級階段會覺得學得太少，但又受限讀寫的能力，四大語言技能不平衡發展是其特

性，做為進入台灣的大學就讀，免不了更發覺讀寫能力的不足。此外，他們更不

需要所謂的「零起點」、「工具性」的華語文教學模式。 

（四）具有華人文化的根底 

  海外華人文化的特色就是他們身處他國，從移民起，便與當地所在國的文化

強烈激盪，汲取當地的語言與文化，也努力保留著華人原來的語言與文化，甚至

在某些方面比生活在台灣或大陸的人更為執著與堅持。 

  與華人極相似的傳統文化背景，讓華裔在來到台灣後生活上不會有太多的

「文化衝擊」，自然也很有因需要適應新的文化而帶來麻煩，華裔比起國際學生

更加自然地融入到華人的語境中，特別在口語的學習，共同文化的根底讓同一輩

人在一起時，很容易就達成溝通。 

（五）擁有較佳的學習環境 

  來台留學的僑生，以歐美僑生來說，多半因為有親戚或家族朋友在祖居地而

選擇回台留學，東亞僑生也有類似現象，但也多因為了解台灣而選擇來台留學，

他們外貌與本地人一樣，國人對他們的語言也會直接而一般，不像是國際學生，

國人說話時對他們就會帶有外國人的說話方式而不自然。這種情形會促使僑生來

台幾年間迅速了解當地，習得道地的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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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由於是僑生，同儕間也常會交流華語的休閒娛樂，如音樂、歌曲、戲

劇藝術等等，共同討論電視劇、偶像等等，這些是不同於國際學生的交流的。因

此，可以說，僑生留學在台灣是擁有較佳的華語學習環境。 

（六）學習過程持久 

  就來台學習的華裔學生來說，他們來台之前就學習過華語，也有比較長時間

接觸華語，甚至像是港澳、馬來西亞的僑生，其中文能力不亞於本國學生。他們

的學習過程往往會表現出一個細水長流的態勢，更像是母語學習的狀態，不是急

就章的學習方式與心態，他們認定華語就是要慢慢學，堅持學下去。 

 

  以上，僑生具有這些特性，那麼，他們在中文的能力，在經過留學兩年到四

年的時間裡，自然也會提升到近乎高級或本國人士一樣的能力，而且，他們又具

備了了解僑居地文化與華人文化，既像是「雙語人」又是「雙文化人」，如果他

們返回僑居地，無論專職或兼職為當地的華語教師，實為不二人選。 

 

肆、台灣的少子化與大學的國際化 

  從教育部的統計資料來看，台灣國小一年級入學的學生人數，在 2004 年時

是 289,792 人，2010 年為 214,596人，相對減少了 75,196人，在六年間，也就是

期望入大學的人數在六年間減少的量。再看內政部的出生統計資料1，1994 年出

生嬰兒有 322,938 名，也正是 2012 進入大學的學生數，而 2004 年出生嬰兒為

216,419名，相對於 1994年少了 35%，十萬多名；2010年為 166,889 名，相對於

1993 年則少了 50%，即將近十六萬名，也就是說，以近幾年台灣大學錄取率約

在 93~98%之間來看，十五到十八年後，大學入學生的人數將減少一半，簡單平

均來看就是有一半的大學沒有學生而關閉，或者是各校平均減少了一半的學生。

少子化造成的影響，關係到教師與教育產業。 

  面臨上述已存在且將發生的學生數問題，國內各大學對海外開拓國際學生或

來台留學生，這的確是個有效的且具意義的辦法，一則為及早因應未來台灣少子

化的衝擊，二則是為了學校的國際化而努力。招收國際學生成為一項各大專校院

校務發展上可行而重要的工作。研究者近年在幾所大學任教時，觀察到各校在僑

                                                      
1 參 http://www.ris.gov.tw/version96/population_01_C_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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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生招收人數，是一年年地增加2，各校對於來台升學的境外學習者，也搭配了

中文的教與學，安排類似是學科預備課程，然而，多數的外籍留學生在校內所學

的華語文，似乎未能針對到學生的需要，華語課方面的內容，對於學習者的學科

語言並無太大幫助，國際學生修習了學校安排的華語課後，在日常校園溝通上的

真實語用理解，也無太大的提升，尤其是學科學習與課堂用語。究其原因，多是

因為留學生的需求不同於來臺在華語文中心的學習者，大學校內的留學生有其修

習的學系科目，這些學科的語言與教科書的篇章，最是為他們所困擾的，華語能

力程度不足，當然影響了學科的學習成效。學習者常常有許多科目成績不佳，挫

折感倍增。 

  且先不談國際學生，以僑生數量之多，未來學校的國際化與因應少子化現

象，招收海外僑生返台留學將是一項重要的措施。觀察目前招收海外的僑外生，

以往一部分僑生來自臺灣師範大學的僑生先修班，多少已具備華語文中級以上的

程度，且為僑居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印尼、緬甸、泰國與越南的華裔為主。現今，

外籍國際學生在入學前，多半是未曾在台居住過，華語文的能力多是初級，甚至

可能如同國際學生都是零起點（文化卻非零起點），哪怕是華裔子弟也有類似的

狀況。可是，各校為了順利招收國際學生，也為免一旦提高華語文能力要求而阻

擋了想來台的國際學生，在華語文能力上，降低程度要求，甚至不將華語文能力

列為入學條件，則境外留學生在台的華語文能力更形參差，初級與零起點的人數

將更多，他們也更無法在入學後負擔起大量的學科學習用的華語文篇章與詞語，

也可能受困於台灣的大學的校園日常生活用語。 

  再提到的是華語文每週的學習時數。目前研究者調查的學校，有的未有專為

僑外生開設華語文課程的，學生入學後與本國學生一起上課，包含大一的國文、

通識與專業課等。有的學校則為僑外生安排了華語文能力的入學測試，為中文能

力不佳者，安排華語文的學習，其立意良善。有的學校把這些華語學習的課，不

計入學分，有的可以抵免大一國文 4-6學分。可是，學生來臺升學，大一與大二

的學科學分對外籍學生來說已經相當高，學生平均每天約 4-8小時的課，華語能

力不好，閱讀教科書自然也要花不少時間，而華語文的課程在每週僅僅只有 2-3

小時的學習時數，根本也無法真正提升國際生的中文能力，如果所學的內容又與

需求有所差距，不但沒有幫助，反而又多了一門必修的科目，加重國際學生或是

中文能力較初級的僑生的學習負擔。 

  最後，從大學授課的教師來看這一群僑外學生，已有任課教師因為學生的素

質與中文能力不佳，心態上就不願意接受外籍學生，尤其是專業科目。教師在評

量上，有的採取降低評量標準，有的則是置之不理，交給教學助理或伴讀來處理，

但學習的成績並未提升，成了教師與學生的輔導困難。以某校的某學年度為例，

                                                      
2
 資料顯示，僑生數量略有減少，可能多往中國大陸留學，而外籍學生則是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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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一二年級外籍生的退學率與自動退學，達到四成以上，所有外籍生修習科

目的不及格科目數達到七成以上，何況有些科目的評分是降低標準。而該校原有

僑外生的幾個學系，對於下年度的僑外生招生名額接受意願，則是相當躊躇，不

增反降。 

  因此，綜合以上所提到的各個問題，國內招收境外的學生或僑生來台留學，

勢必將是各校國際化發展與支持學校生員及資源的一項作法，但若因華語文的能

力不足、學習學科之用的中文能力不佳、配套的課程教學設計不良，造成學習困

難，甚至退學，在這些留學生的心理與未來對台灣高等教育品質的口碑，也會產

生負面的影響。所以，思考內容上針對性強而學習密集有效的華語文與學科課程

設計，乃至於校園華語與學科學習之用的華語學習課程，均是當前急需研發的課

題。以筆者觀察與建議，未來針對大學招收來台的國際學生與僑生，應就學生的

華語文能力在入學時測驗，分班接受不同程度的華語文訓練，尤其要就各個不同

學院學科學習的華語文技能開設專班，初期就一個地區（如：新竹地區、中部地

區）來統一開設專業學科學習華文課，並配合安排許多經教育部華語文數位教學

能力專案培訓過的學員，採遠距或在地的教學輔導志工來從旁指導他們，協助他

們順利進入台灣的大學學習環境以及學科的學習。 

  接著是從大二起，有些中文能力較佳的僑生，僑委會或相關單位即可鼓勵、

獎勵他們選習「華語文教學學程」或華語文類的學系為輔系，增加一項華語文教

學的知能，培育他們能在他們已具有跨語言與跨文化的背景下的華語文教學能

力，不論其未來是否要從事此項工作。建議可以透過推薦或獲得獎學金的僑外

生，其中文能力已具一定能力，若能在入學後鼓勵或要求加修華語文教學學程或

輔系，增加一項第二專長。對於他們未來返回僑居地，也多了專任或兼任當地華

文教師的能力與機會，而且也可以在一些歐美紐澳等僑居地，於週末時參與僑教

教學的相關工作。 

  若是以華語文教學為專業者，即僑生已是就讀華語文相關系所者，則另要求

其選習其他學科為第二專長或為輔系或學程，在大學修習過程能跨領域學習，這

樣，僑生均能具備了華語文教學的能力，還能跨足在不同專業領域的華語文，適

應各地的特性。以其對僑居地的社會文化熟悉程度，勢必比起國內教師輸出或當

地養成的教師更具有良好的背景條件。 

伍、養成華裔子弟具備華語與文化教學能力 

  僑生返台留學取得學歷，獲得專業能力，而且在台居住至少三五年，尤其是

大學部的學生，也與台灣學生生活了四年，他們原具備了雙語言雙文化的背景，

經過來台的洗禮，這些經歷已然具備了良好的且適合當地的華文教師基礎要求。



149 
 

當然許多來台留學的僑生並非為了未來成為華語文教師，但因時因地因人而不

同，有的地區教師是人人稱羨的工作，有的地區則不如工程、醫學、商務等類的

工作，只要具有華語文教學能力，在一般海外的僑校或華校週末上課，即可在工

作之餘協助華文教學。若是欲專職為華語文教師，則因具備基本的華語文教學養

成，且又有第二專長，在當地教學實有一定的適當性，他們能發展出適合當地的

教學，也可以開展自己另一個專業的華語文。 

 

 

 

 

 

 

  最重要的是他們具有雙文化的能力，他們的背景與學習歷程勢必為他們成為

華語文教師奠下良好基礎，他們了解當地，了解未來學習者的特性與困難，也是

當地可供學習的典範。不論他們是專職的華語文教師或是作為兼職工作的華語文

教師，都具有一定良好基礎的華語文教師知識與教學能力，更是文化的代表。 

  針對僑生的華語文教學能力養成，配合教育部期許大學生跨領域學習的政策

推動，建議不論是作為華語文教學專業，必須在政策上要求他們加修一項專業為

輔系或學程。若是以各類學系為主要的學系主修，則可要求加修華語文教學學程

作為輔系或作為學程，視為第二專長。當然，這些計畫還要有相關的配套，例如：

有無各地教師輸出的需求、產學團隊與海外當地的機構合作、教育產業在當地的

生根與職員工需求等。 

  至於課程內容則不外乎是以學程的概念來安排，華語文所跨足的領域在四大

領域，即：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以及教育工學，也有增加了國學文化為五大

領域，這些相關課程的討論已見諸各類論文，在此不多贅述，筆者建議幾門必修

課程是必須的（課名後註明「必選修及學分數」）： 

總論：華語文教學導論（必, 3）、華人社會與文化（選, 3） 

華語文教學為

主系專業 

 

 

其他專業為

輔系或學程 

各類學科為

主系專業 

 

 

華語文教學為

輔系或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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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類：漢語語言學（必, 3）、語音學與正音（選, 3）、語法學（選, 3） 

學習心理類：第二語言習得（必, 3）、教育心理學（選, 3） 

教育方法類：教材教法（必, 3）、教學實務（必, 3）、測驗與評量（選, 3）、 

            教學設計（選, 3） 

教學媒體應用類：多媒體與華語文教學（必, 3） 

  建議以上的學程修習能達到二十學分為佳。 

陸、推廣策略 

  筆者就個人在大學的教學經驗與觀察國際學生及僑生在台灣的學習情形，以

及海外目前僑教的需求，提出建議，以華裔子弟作為僑居地當地的華語文教師良

好的特性，不論是作為當地華語為外語的教師，或者是協助僑教的華文教師，都

具備了外來或從台灣輸出的教師更能融入當地，了解當地學習者的學習特性。而

未來台灣可能大量招收僑外生的同時，更可以思考結合教育推廣，培育更多經過

台灣高等教育後的僑生返僑居地可能做出的貢獻，而預作教育養成的規劃。 

  個人建議，台灣多年來就一些優秀的海外學生發放各類獎學金鼓勵來台升學

或學習華語文，應可針對這些學生要求他們加修選習華語文教學方面的學程或輔

系，目前各校開設的學程約二十學分，輔系也平均在 27-30學分之間，以大學修

習學分數來說不是件困難的事。 

  其次，修習華語文學程的僑生，在四年學習過程中，提供他們在大一強化學

科學習華語文的能力，以及專業華文的課程，大二起跨入華語文教學學程，教學

相長，若能再增加華語文見習或實習的機會，其養成具初等的華語文教學能力應

非難事。 

  最後是由政府普查海外僑教的教師需求情形，甚至是海外各學校需求華文教

師的情形，提供給這些受培育的未來華文教師的僑生參考，包含正式的教職以及

僑民週末班的任教機會，就他們的學科專業與華語文教學能力，思考規劃他們在

未來畢業後若是返回僑居地，在華文教育上可以專任或兼任或志工教學的機會。 

  當然，這樣的設計與規劃應該在招收海外僑生與國際學生時，即有說明會，

讓有意來台升學的學子能清楚此項養成華文教學能力的學程規劃，以及自我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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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程、鼓勵獎勵的辦法。同時，台灣招收僑外生的大學也要積極思考在校內開

設為輔導僑外生學科學習的華文能力養成課程，還有校內為所有學生（含僑外生）

在大二起可以選習的華語文學程，也可以採取跨校選課修習學程的方式。這些在

推廣策略上都要預先考慮，做好整體系統的配套，為未來海外僑民教育教師不足

先未雨綢繆，也是讓台灣的高等教育對國民外交、國家軟實力的發展作出貢獻。 

柒、結語 

  本文針對華裔子弟的特性，以及未來華語文教師需求，期望能從具有良好基

礎的僑生來強化他們未來可以擔任華語文教師的教學知能著眼，提供個人建議，

現今台灣許多學校已有三十多校在大學有華語文教學學程，大學學系也有二十多

系，華教師資養成的課程在這些學校都已成立推動了，需要的是針對僑生來台留

學的要求，相關法令與獎勵的制定，以及為他們返僑居地後的就業現況分析作出

建議，相信他們在台灣留學期間所學，都會是成為他們未來職業、事業的一項專

業能力。 

  多年來，來台升學的僑生數量累積得相當多，而且在海外或僑居地的表現也

有許多令人驕傲的表現，其影響力更是深遠，期盼在未來可能大量需求的、需要

換血的僑民華文教師能因此也獲得更多新血，更重要的是在現今時代的學習方

式，已不是單純只在實體面對面的授課，更有許多輔助學習、相關教學設計與教

育工作，更需要行政、輔導、資訊等專業與教育結合的人士來支持，僑生畢業後

配合他們的學科專長、對華人的強烈熱愛的情感、加上具備的跨文化背景與華文

教學能力，相信能發揮海外華人的力量更是強大。筆者期就此文拋磚引玉，就教

於前輩先進，更願有心人能為此進一步推動相關的僑生作為華語文教師的養成計

畫。 



152 
 

參考資料 

王志剛, 2004, ＜外國留學生漢語學習目的研究＞, 《世界漢語教學》, 2004:3. 

王洪順, 2003, ＜三十年來日本的「漢語熱」＞, 《雲南師範大學學報》, 2003:2. 

巫樂華, 1994, 《華僑史概要》, 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 

李寶貴, 1005, ＜加拿大的祖語教育與華文教育＞, 《世界漢語教學》, 2005:1. 

周聿峨, 1995, 《東南亞華文教育》, 廣東: 暨南大學出版社. 

宗世海、李靜, 2004, ＜印尼華文教育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暨南大學華文學報》, 2004:3. 

張文哲, 2013 版, 《教育心理學--理論與實踐》, 台北: 學富出版社. 

梁小鋼, 2004, ＜蓬勃發展的新西蘭華文教育＞, 《海外華人社會新觀察》, 廣州: 嶺南美術出版

社. 

郭熙, 2007, 《華文教學概論》, 北京: 商務印書館. 

程裕禎, 1998, 《中國文化要略》,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舒兆民, 2010, 《華語文教學講義》, 台北: 新學林出版社. 

舒兆民, 2011, ＜海外僑教華文教師之知能培育與發展之思考＞, 《2011 年「華語教與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 134–148., 台灣師大應華系. 

舒兆民, 2011,＜中南美洲華語文教學需求調查分析及其教師培育之建議＞《第十屆臺灣華語文教

學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19–331., 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 

舒兆民, 2012, 《以修讀學位為目的華語文養成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 台北: 台灣師大華研所博

士論文. 

黃昆章、吳金平, 2001, 《加拿大華僑華人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黃磊, 2003, ＜澳大利亞華文教育之現狀＞, 《暨南大學文學院學報》, 2003:4. 

溫廣益, 1997, ＜菲律賓華人重振華文教育＞,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 1997:4. 

劉振廷, 2006, ＜全球競學中文，泰國訂為第一外語＞,《亞洲週刊》, 2006.03.05. 

劉珣, 2000, 《對外漢語教學概論》, 北京: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153 
 

中華民國僑教政策對砂拉越獨立中學的影響： 

以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為中心的考察 

Effect of Taiwan’s Overseas Compatriot Education Policy on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in Sarawak: An Observation with 

Sarawak Taiwan Graduates’ Association 

黃建淳、李威明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摘要 

  六十年來，我國僑教政策已協助無數海外青年來臺就學，並為海外華社培育

許多教育及專業人才，這些僑社的中堅力量，也往往是臺灣最佳的親善大使。留

臺人秉承在臺所學，對我國僑教政策及僑居地華文教育推展卓著貢獻，然而，既

有文獻對此卻著墨有限。本文嘗試結合史料分析及田野調查方法，透過「砂拉越

留臺同學會」（Sarawak Taiwan Graduates’ Association）的個案研究，由留臺同學

組織的嶄新視角呈現我國僑教政策對海外獨立中學教育發展之影響。 

該會自 1963年成立以來，便與僑委會密切配合，除協助推展臺灣教育機關

海外招生考察，也引領當地華校人士及教育官員至臺灣參訪交流。本文的個案研

究也顯示，留臺人士在海外長年推動華文教育，對於當地華文獨立中學發展多所

助益。尤有甚者，在類似留臺同學會組織及其長期建構之「留臺網絡」輔翼下，

我國僑教政策發展至今，除了實踐協助海外華校發展及華社青年升學的宗旨外，

也增進兩地間社經商貿往來，拓展了臺灣的實質外交與國際邦誼。 

關鍵詞：僑教政策、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獨立中學、留臺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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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sixty years or so, Taiwan’s overseas compatriot education policy 

has helped countless overseas compatriots to study in Taiwan and has cultivated many 

edu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mployees in overseas compatriot communities. The 

core force of these overseas compatriot communities is to be a goodwill ambassador 

for Taiwan. Although those studying in Taiwan have made large contributions to 

Taiwan’s overseas compatriot educ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ir host countries, their effort was not fully discussed in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study 

thus presents the effect of Taiwan’s overseas compatriot education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through means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field research. The Sarawak Taiwan Graduates’ Association is used as a 

primary example.  

The Sarawak Taiwan Graduates’ Association started close cooperation with the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mmission (OCAC)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63. 

Besides assisting Taiwan’s education authorities in recruiting students and conducting 

research overseas, the association has also arranged for local Chinese school officials 

and education officials to visit Taiwan too.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ose studying 

in Taiwan and promoting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overseas can provide more help 

for local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Besides realizing the goal to 

promote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and encourage youth to further their studies, the 

Taiwan graduates’ association, the “Taiwan alumni’ network”, and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s overseas compatriot education policy has achieved the larger goal of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between both countries and has realized substantial 

foreign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benefits for Taiwan.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Sarawak Taiwan Graduates’ 

Association,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 Taiwan Alumni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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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海外華社青年赴臺升學，已有六十年的歷史。長期以來，為增進與海外華社

華校的互動及連繫，我國僑教政策的三個主要面向是：一為協助升學，包括中

等、大專及技職教育三種類型，為僑生1提供多元及適性選擇；二為就學輔導，

給予獎助及工讀機會，協助成立僑生社團及舉辦活動，減輕僑生經濟及生活的

負擔；三為輔助海外僑校發展，提供書籍、師資培育、函授教育及在職進修等。

留臺社群本著飲水思源的臺灣情，在以上三個面向的建構過程中積極回饋，貢

獻卓著。其群策群力所組成的同學會組織，對華文教育的掖助更是不遺餘力。

然而學界對於留臺人仍缺乏全面性地調查研究，課題也多侷限在僑生就學、生

活適應及在臺就業等「在臺」議題分析，少有專論探討僑生畢業返國後的生涯

發展、組織結社及社會影響。2
 

本文以「砂拉越留臺同學會」（Sarawak Taiwan Graduates’ Association）為研

究案例，由嶄新視角探討我國僑教政策對海外華文教育的影響，以及留臺組織

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砂拉越留臺同學會自 1963年成立以來，便與僑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僑委會）往來密切，協力推展臺灣教育機關海外招生活動與考察，

並引領當地華校人士及相關單位赴臺參訪交流。此舉對於當地獨中教育影響甚

深，也帶動了兩地關係的發展，為本文立論之基礎。 

揆諸史實，砂拉越最早的僑生組織，為 1955 年由北婆羅洲三邦即今之沙巴、

汶萊及砂拉越在臺僑生所成立的「自由中國北婆羅洲三邦華僑同學會」（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 of North Borneo, Sarawak, and Brunei，簡稱 

北婆三邦同學會）。北婆三邦同學會不僅是沙巴、汶萊及砂拉越旅臺同學會的前

身，其各屆幹部更是往後各該留臺同學會的發起人和領導者。在北婆三邦同學

會的基礎下，砂拉越同學組創留臺同學會可謂一呼百應，除了彼此聯誼外，其

組織也與僑委會關連密切，時常被賦予接待僑居地政經要員的任務，甚至在畢

業返鄉後成為僑委會在海外僑社推動華教的重要觸角。 

  過去僑務政策與海外僑教關係的研究，如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夏誠

華《民國以來的僑務與僑教研究》（1912-2004）及張希哲編著《中華民國的僑生

教育》等，大多僅停留在投入—產出式的靜態政策分析，骨架清晰但內涵有限，

極需要開拓新的視點。本文除整合砂拉越留臺同學會刊物、報章報導及會員回憶

錄等紙本資料外，更親赴砂拉越古晉、詩巫及美里數間獨立中學從事田野調查，

對若干留臺領袖進行口述訪談，期能進一步解析留臺組織如何響應我僑務政策理

念，進而影響當地獨中華文教育發展，以及促進臺灣與僑居國關係所做出的貢

獻。在行文的安排上，本文首先說明研究旨趣，接下來依序探討僑教政策與留臺

                                                      
1
 在臺僑生主要分類為：一類是在海外出生的華裔學生；另外一類則是在臺灣出生，之後在海外 

  居留六至八年以上，然後回臺灣念書者，即所謂臺籍僑生。砂拉越留臺人大多屬於第一類為主， 

  出生或定居於砂拉越，並有過赴臺就學經驗者，皆可視為留臺人。 
2
 就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而言，除了王介英〈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發展─留臺人的角色〉，《孫中 

  山與海外華人論文集》（臺北：國父紀念館、海外華人學會，2010）等少數研討會論文外，只 

  有黃偉雯，《砂拉越留臺同學會之研究》（1964-1996）（詩巫：砂拉越留臺同學會，2002）一書 

  曾進行系統性研討，但也僅限於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的成立、組織及代表性人物淺析，並未深入 

  探討僑教政策的影響及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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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形成的因果關係，透過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的個案具體說明留臺組織的角色及

貢獻，進而分析我國僑教政策對於海外（砂拉越）獨中教育發展的影響，最後是

結論。 

 

貳、我國戰後的僑教政策與馬來西亞留臺社群的形成 

僑教為僑政之基石。本節旨在說明：僑政促成了留臺社群的生成，而有留臺

組織的出現；留臺組織的壯大又反饋到僑教僑政的推動，形成良性循環。自遷

臺以來，我國僑教政策的基本方針，即在提供生活輔導、鼓勵僑生社團組織及

各式學習營隊等各種有利條件，積極吸引及協助海外華裔青年赴臺就學。僑生

團體也多能認同僑委會的方針及照顧，返國後支持華文教育發展，協助宣導赴

臺升學資訊。此種難能可貴的互惠關係持續至今，並未中斷。 

（一）遷臺後的僑教政策發展（1949-1989） 

    1949 年遷臺以後，政府積極推動招收海外僑生，由教育部頒行「華僑學生

申請保送來臺升學辦法」，凡海外僑生自願來臺就讀中等以上學校均可申請保

送、免試分發，3並從寬錄取於國外出生或僑居國外 3 年以上之海外僑生。在

此同時，為了防止中共對海外華社的滲透，行政院於 1951 年制定「反共抗俄

時期的僑務政策」，明訂「為提高僑民之文化水準，增進其知識技能，並加強

其對祖國之認識起見，應本因時因地制宜原則，編印僑教學校教科書、課外補

充教材、一般僑民讀物，隨時供應海外。」的辦法。4以上措施，為僑生教育

奠定了基礎。然遷臺之初，政府經費不足，各項設施未臻周延，因此在 1954

年以前，尚未能大量而有效的招收僑生。  

    1955 年起僑生教育得美援資助，5在教育設施及輔導方面，有了大幅擴充與

改進。此時僑教的主要目標如鼓勵海外僑生赴臺就學、施行專業技術訓練及擴

大僑教設施等。6美援支持下的僑教發展計劃於 1955年起連續實施 9年，至 1964

年結束。其間僑委會、教育部及經合會（前美援會）通力合作，每年在國內各

著名大學設置 1,800 名至 2,000 名的僑生名額。美援除供應建築僑生宿舍，補

充設備外，並輔助清寒僑生以助學金及旅費。7
1955 年教育部增設國立華僑實

驗中學及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8以擴大輔導僑生回國升學。 

    1963 年，政府為發展華僑經濟，致力推動海外華僑職業教育。在時任僑委

會委員長高信的倡導下，委託國內農工專科學校或職校創設「海外青年技術訓

                                                      
3
 參閱高崇雲，〈我國僑民教育政策的回顧與前瞻〉，收錄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主編，《華僑教育 

 學術研討會會議實錄》（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1998 年 6 月 2-3 日），頁 64。 
4
 參閱監察院編著，《我國海外僑教工作之研究與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1 

 年 6 月），頁 27。 
5
 參閱李紹盛，〈華僑學生對尼克森的一段回憶〉《中國一周》（臺北：中國一周社編輯委員會， 

  1969 年 1 月 20 日），978 期，頁 7。 
6
 同上註，頁 11。 

7
 同上註。  

8
 參閱陳金雄，〈恢弘僑教 僑大四年記（上）〉《宏觀報周刊》（臺北：僑務委員會，2008 年 3 月 

 5 日），689 期，第 4 版「僑教/華商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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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班」（簡稱海青班）。9海青班創辦以來，至 2011年第 31期為止，協助辦理的

學院，已由初期的四所增加至十九所，受惠僑生累計達 13,969 人。
10
在政府大

力拓展僑教的政策下，1955 至 1965年間為回國僑生人數增加最多的年代之一。  

    1966 年美援中止後，政府仍持續招收僑生回國升學。經上省察可知，政府

遷臺僑教發展之初，相關的法令與政策的制定多基於「華僑為革命之母」、「凡

中華兒女均應有就學的機會」、「無僑教即無僑務」等基本理念。雖然如此，但

因時局動盪、人力不足及經費困頓，來臺僑生人數仍然有限，直到 1966 年文

化大革命掀起十年浩劫，海外華僑視中國大陸為畏途，赴臺僑生才日益增長。

時至 1970 年中期，越南、高棉及寮國先後淪為鐵幕，為救助難僑回國入學，

僑教機關先後訂定相關辦法，為難僑提供來臺就學的機會。11
1980 年末代由於

我國經濟快速成長，臺商為降低生產成本而紛紛外移。特別在政府「戒急用

忍」、「南向政策」的鼓勵下，臺商至東南亞投資日益增加。在馬來西亞，臺商

初期多進用熟悉當地語言及商情的留臺生為翻譯、基層管理幹部等以打入市場
12
；而馬國貿工部、工業發展局也與馬來西亞留臺聯合總會合作，於 1988 年 9

月在臺灣舉辦兩場投資說明會，提昇臺商投資意願。臺商群體形成後，為有效

處理子弟就學問題，部分在馬投資臺商 1991 年訂依「華僑學校規程」向僑委

會辦理登記及輔導，自行創辦與國內教育制度符合的「臺北學校」13。然而自

中國大陸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馬中關係政經互動漸趨密切，且馬國教育政策鬆

綁設立數所華文學院，及與中方簽訂教育協定開放前往留學後，馬來西亞華社

青年升學管道漸趨多元，來臺升學的意願也開始受到影響。 

  縱使臺灣自戰後起便積極招收海外僑生，但砂拉越自 1945 年以後成為英殖

民屬地，英殖民政府為避免左派思想於華社華校的散佈，除限制書籍引進外，

並強迫華校轉型，不利教僑的推廣。1963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後，馬國當局基

於反共及民族政策理念，設立各式條款，限制了華校青年升學出路。在上述背

景條件下，華校畢業生赴臺升學，一方面基於臺灣政府樂意為這群異地生存，

努力進學的青年提供一條光明的坦途。同時也激發其返鄉發展後的奮鬥精神，

催出木本水源臺灣情。因此自戰後到 90 年期間，是留臺人人數及影響力增加

最為迅速的時期，馬國各地留臺組織百花齊放，日臻完善，形成一股不容忽視

的力量。 

（二）民主化時期的僑教發展（1990~） 

    1994 年時，教育部開辦工專二年制建教合作，並於 1996年起擴大開放馬來

西亞、泰北及緬甸等地僑生來臺升學建教合作班。1997年後香港與澳門相繼回

歸中國，大陸積極招攬海外華社青年赴中留學並提供優厚獎學金，復臺灣升學

費用增高等影響下，致使來臺升學僑生有逐年遞減之勢。我國相關機關有鑑於

僑生招考成效不彰，遂擬定「積極拓展僑教領域開創僑教新境界擴大招收海外

                                                      
9
 參閱《片雲天共遠》編輯委員會，《片雲共天共遠：逢甲大學與馬來西亞僑教》（臺中：逢甲 

  出版社，2004 年第一版），頁 26。 
10

 參閱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 100 年僑務統計年報》（臺北：僑務委員會，2012 年 9 月第一版）， 

  頁 130-131。 
11

 同註 3，頁 65。 
12

 龔宜君，〈跨國投資與族群關係：臺商在馬六甲的形成與發展〉，收錄於蕭新煌、王宏仁及龔 

  宜君主編，《臺商在東南亞：網絡、認同與全球化》（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2002）， 

  頁 197-230。 
13

 參閱監察院編著，《我國海外僑教工作之研究與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1 

 年 6 月），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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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子弟來臺升學因應方案」以為應變。另為增闢海外華裔子弟來臺升學管

道，頒行「國內大學校院與外國大專校院試辦雙聯學制實施要點」，並安排馬

來西亞新紀元學院與成功大學、暨南國際大學、中原大學、逢甲大學等校進行

雙聯課程。這些措施確實將學習管道多元化，也提高了海外招生的成效。14
 

    2002 年為因應海外華語學習熱潮的趨勢，教育部制定「教育南向政策重點

計畫」，主要目標為提昇僑教與推動華語文教育國際化，以及促進我國與東南

亞區域教育與學術合作。15另當局為增加僑生來臺升學意願，針對海外聯招會

分發之僑生，訂頒「教育部獎勵海外優秀華裔學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獎學金核

發要點」以作應對。政府並於 2006年開始改革國內僑務政策及整併僑教組織，

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整併，提供僑生更多系組選擇，另為

擴大國內大學校院之招生層面與擴充生源，部分技職校院正式納入海外聯招會

組織，共同招收海外僑生。在此同時，「僑生回國升學輔導辦法」也修正僑生

資格認定，將連續居住（留）海外之年限，由原先的 8 年縮短為 6 年；2009

年更放寬國內大學畢業僑生可直接申請入大學校院碩士班。16
 

    2008 年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兩岸關係趨於和緩，軟化對立僵局。和平理

性對待雙方事務，即成為 2008 年後我國主要的政務訴求，此一發展有利於僑

教推廣的相關作業。為呼應「外交休兵」及「僑務休兵」的理念，僑委會委員

長吳英毅，首次提出「大僑社」理念，指出「僑界是一個大家庭，沒有『老』、

『新』、『臺』僑等標籤，沒有敵人，只有朋友，不分彼此，所有的『Oversea Chinese』

都是我們真心結交的對象」、「和平原則的體現，運用在海外僑社，便是建構『大

僑社』」，17作為其新時代新僑務的基本理念。2009 年 11 月及 2010 年 4月兩岸

僑教高層在兩度交流互訪中，初步達成「破除對立，建立互信」之共識，促成

兩岸理性制定僑務政策，以及共同加強海外僑胞服務工作。2010年僑教政策的

施行，主要在於擴大舉辦各式研討會及文化活動推廣臺灣文化，推動海外僑校

教的數位化，及增加海內外青年交流等。18臺灣僑教政策與時俱進，從僑委會

所推動「僑教數位化」、「鼓勵僑校轉型及爭取主流教育計畫之機會」、「建置臺

灣書院」及「鼓勵僑校教師進入主流教育體系任教」等，均顯示僑教政策在新

時代的脈動下銳變，不但掖助僑教體系的轉型，也再次彰顯爭取海外華文市場

的企圖心。19
 

（三）僑務政策與留臺組織 

  在上述宏觀的僑務政策脈絡下，海外，尤其是東南亞的留臺同學組織也在時

                                                      
14

 同上註，頁 30。 
15

 目前全球有 85 個國家，將近三千萬人學習華語文，華語儼然成為 21 世紀以來的顯學。為因

應全球華文熱潮，中國投入大量資源，在全球各地佈建「孔子學院」。自 2004 年南韓首爾成

立海外第一所孔子學院後，已在全球 80 餘國中已成立 500 多所，企圖搶下全球華文教學的主

導權。有鑑於此，我國相關單位也開始利用原有的資源，在東南亞各國推動教育及學術交流

的合作方案。同上註，頁 74。 
16

 參閱監察院編著，《我國海外僑教工作之研究與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1  

  年 6 月），頁 30。 
17

 參閱吳英毅，〈委員長僑務講話〉《宏觀報周刊》（臺北：僑務委員會，2009 年 11 月 19 日）， 

  726 期，第 3 版「兩岸三地」。 
18

 參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 99 年僑務委員會會議實錄》（臺北：中華民國僑務 

  委員會，2011 年 4 月），頁 33。 
19

 參閱榮幼娥，〈政黨輪替後的海外僑教政策（2000-20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 

  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7 月），頁 115-116。 



159 
 

序演進中成長變化，並帶來不同能量的反饋。中華民國僑務政策與砂拉越留臺組

織的聯繫，最早可遠溯自 1950年北婆羅洲三邦同學會成立開始，1950 年代，北

婆羅洲三邦在行政上雖各自獨立，但在地理上卻是彼此相連。因為早期留臺同學

極少，汶萊根本沒有赴臺升學青年；沙巴則有十餘位；砂拉越也僅只有一名程利

良，20所以三邦同學便於 1955年底籌備組織，於翌年 3月 17日在臺北碧潭舉行

成立大會，鑒於三邦同學人少力微，遂商討修改章程，定名為「自由中國北婆羅

洲三邦華僑同學會」。1957 年 3 月間，砂拉越留臺人李敦嶠主持同學會，21為響

應我國擴大向海外號召同學赴臺升學的政策，李氏等人首先向僑委會申請《北風》

月刊備案，每月印行八開新聞紙一張（見圖版 2.1），發行於北婆三邦各華校，推

廣留臺資訊，鼓勵華校學生赴臺升學，而其收效卓著，次年三邦同學來臺升學人

數即有所增加。 

 

    圖版 2.1：北婆三邦同學會，《北風》第八期，封面及出版項。 

    資料來源：砂拉越第三次田野調查 2013年 3月，詩巫華族文化協會提供。 

 

  李敦嶠也指出，僑委會當時不僅贊助刊物出版，也資助三邦同學會幹部返砂

                                                      
20

 程氏 1950 年代赴臺升學，於 1963 年畢業，為最早到臺灣攻讀醫科的砂拉越人。回國後受聘於

砂拉越政府，先後服務於泗里街縣及詩巫省醫院。約四年餘辭却政府職位，於詩巫創立程氏西

藥房及程氏接生院。參閱砂羅越留臺同學會，《砂羅越留臺同學會總會成立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古晉：砂羅越留臺同學會，1979 年），頁 20。 
21

 李敦嶠 1936 年生於砂拉越詩巫。1960 年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是第一個畢業於臺灣大

專的砂拉越華校生。李氏 1960 年至 1965 年擔任砂拉越新聞處助理編暨翻譯官；1966 年美國新

聞處駐東馬汶萊之公共事務專員；1983 年，獲賜砂拉越彩星有功勳章 A.B.S.（Ahli Bintang 

Sarawak）一座；1979 年受委為政治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永久名譽主席，1996 年義務擔任亞洲

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執行秘書，現今在吉隆坡定居。參閱李敦嶠，《征戰時運有迷悟：首位砂朥

越留臺生半世紀沐恩旅程》（出版項未刊稿），頁首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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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招生及宣傳活動，提升當地華校學生赴臺升學之意願。22三邦同學會除協助

宣傳同鄉留臺升學事務，舉辦聯絡同學情誼的活動外，同時如有三邦外賓赴臺，

三邦同學會也出面接待及歡迎，如詩巫林志士牧師、汶萊蘇丹代表、北婆經濟考

察團等（見圖版 2.2）。 

 

           圖版 2.2：時任三邦同學會主席陳聯和致贈禮品予山打根僑領魏德來。 

             資料來源：北婆三邦同學會，《北風》第八期（臺北：英屬婆羅洲華僑 

             同學會，1962 年 5 月），頁數未刊稿。 

 

  北婆三邦同學會從 1955年成立，到 1963 年結束，不過為數八年時間，卻累

積了一定的組織能量，曾參於同學會事務的詹長開、陳聯和及李敦嶠回國後，即

成為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總會及各分會成立的發起人之一，甚至擔任主席等要職。 

    砂拉越留臺學生畢業返砂始於 1960年代，至 1963年隨著返砂人數漸增，遂

有發起籌組留臺同學會之議，後經劉恭昕、黃德成、李敦嶠、詹長開、洪東昇、

陳煥章、江貞觀等留臺人士發起，最後呈函當時英殖民政府的古晉社團註冊官申

請註冊，日期為 1964 年 9 月 24 日。至目前（2013 年）為止，砂拉越留臺同學

會共有五個分會一個總會：古晉（Kuhing，1975 年 10月 3日成立）、詩巫（Sibu，

1965年 1月 3日成立）、美里（Miri，1965年 2月 28日成立）、泗里街（Sarikei，

1973 年 1 月 27 日成立）與民都魯（Bintulu，1978 年 12 月成立）分會，留臺同

學會總會乃由各分會代表大會中每兩年選出總會理事會，以代表留臺同學會對外

立場與言論；而各分會則由該會員大會中選出常務委員會，負責其本會內之事務

與活動。留臺同學會除連繫會員、謀求會員之福利外，更積極參與推動砂拉越文

化、教育、經濟與公益慈善事業。砂拉越留臺同學會及各分會相繼成立，僑委會

為表重視，歷任委員長更多次親赴典禮，以表關心及問候。23另就歷年提供資助

                                                      
22

 於李氏回憶錄中紀錄道，其得美援金費資助，返砂推廣，並帶領 7 位青年赴臺深造，此為砂 

  拉越留臺生第二批次。同上註，頁 543。 
23

 例如 1964 年砂拉越留臺同學會古晉分會成立典禮時，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何宜武及

僑委會第二處處長黃烱第，率皆不辭興勞前往赴會。同註 20，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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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派員參加留臺同學會重要活動的記錄觀之，顯見僑委會從未因時勢及政局的改

變，而影響其與留臺同學會長期維繫的良好關係及獎掖態度。砂拉越留臺人並未

因返砂而與僑委會中斷聯繫，也能投桃報李，不僅肩負當地赴臺保荐委員之任

務，並成為臺灣與砂拉越兩地政經文教之橋樑。 

具體來說，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的目標便是促進文化交流、社會教育以及鼓勵

和協助華校學生赴臺深造。惟限於篇幅，本文不擬重述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的組織

發展細節，而是將焦點置於我國僑務政策引導下，砂拉越留臺組織、留臺人對於

當地僑教的實質作為及貢獻。 

 

參、作為僑教橋樑的砂拉越留臺同學會 

馬來西亞政治及社會環境，造成留臺人回國就業時，往往遭遇到許多不公平

的待遇，除了經商創業外，大多從事當地文化及華文教育事業。在資源有限的環

境下，仍然默默奉獻心力，為當地學子開拓升學的出路。砂拉越留臺同學會不僅

協助臺灣於當地舉辦招生活動外，更引領當地教育領導幹部赴臺灣參訪與學習，

成為臺砂政商產學重要橋樑。 

（一）積極推動臺砂僑教交流 

  砂拉越留臺同學會每年分區主辦大型活動及文華之夜，齊聚砂拉越留臺人於

一堂，並邀僑教僑生的大家長：僑委會委員長蒞臨指導，足見砂拉越留臺同學會

之與僑委會關係密切之一斑（圖版 3.1）。晚會內容精彩屢掀高潮，與會人士流連

忘返、欲罷不能；其中慷慨解囊，競相掖助母校者不少。24類此大型的盛會，甚

至成為華社活動的大事，每每躍為各華報頭版的大新聞。 

 

                                                      
24

 參閱砂羅越留臺同學會，《砂羅越留臺同學會總會成立 20 週年紀念特刊》（詩巫：砂羅越留臺 

  同學會，1995 年 6 月），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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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1：2009年砂拉越留臺同學會文華之夜 

說明：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總會會長林國開致贈紀念品予僑委會委員長吳英毅 

資料來源：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砂拉越留臺同學會暨詩巫省分會創會四十五週年紀念特刊》（詩

巫：砂拉越留臺同學會，2010年 1月），頁 26。 

 

  鑒於砂拉越留臺同學會與僑委會，長年維繫的密切關係，臺砂雙方時有從事

當地商業及教育考察的活動；甚至留臺同學會常派員至臺灣各大專院校，從事教

育考察及參訪學習，並敦請僑委會，協助從事當地獨中師資培育及進修事務。因

當地缺乏華文教師培育機構，故當地華校多由留臺同學會敦請僑委會協助，如

2002 年 9 月古晉分會與古晉中中校董會成員（其中不乏留臺學歷者），組成 23

人之臺灣科技資訊與教育考察團，先後拜訪僑委會、教育部、臺北私立再興中學、

逢甲大學以及高雄中山職校，簽署了三份合作意向書，以便今後委派中中教員來

臺進修。25
 

  又例如，自 2002 年伊始，砂拉越留臺同學會古晉分會即籌劃「臺灣教育考

察團」的活動，26到 2002 年 9 月 6 日由古晉分會主催，與古晉中華中學校董會

成員、古晉市市長田承凱、市議員劉金榮、古晉中華第一中學校長許武琳及副校

長葉宗元、第三中學校長張國悅及第四中學校長鄭玉蓉等，組成「臺灣科技資訊

與教育考察團」一行 33 人（圖版 3.2），27先後拜會臺灣僑務委員會、教育部、

再興中學、逢甲大學以及高雄中山職校，同時與臺中明道高級中學、高雄中山工

商技職學校及私立中國文化大學簽署合作協議書，俾便今後特派教員來臺進修學

習，同時也增益兩地教育的機構合作關係。28
 

                                                      
25

 參閱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第 38 屆砂拉越留臺同學會文華之夜紀念特刊》(詩巫：砂拉越留臺  

  同學會，2003 年 6 月)，頁 34-40。 
26

 參閱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第 38 屆砂拉越留臺同學會文華之夜紀念特刊》(砂拉越留臺同學 

  會，2003 年 6 月)頁 34-40。 
27

 參閱《國際時報》，2002 年 9 月 16 日，地方新聞版增一。 
28

 參閱《詩華日報》，2002 年 9 月 16 日，南砂新聞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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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版 3.2：「臺灣科技資訊與教育考察團」團員合照 

          資料來源：《國際時報》，2002年 9月 20日，特稿 11。 

 

  臺砂兩地機構及官員的互動往來，並簽署相關的協議書，對砂拉越獨中教學

的發展及當地社會的輿論而言，引起極高度重視。從考察團赴臺考察的記錄及參

訪過程，在地各大知名華報如〈詩華日報〉、〈中華日報〉、〈國際時報〉及〈星洲

日報〉等（圖版 3.3），皆以整版特刊的形式每日報導，由此可知教育考察團之受

到當地華社的傾心關注，其來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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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版 3.3：「臺灣科技資訊與教育考察團」受當地各大報特刊報導 

     資料來源：砂拉越第三次田野調查，2013年 3月 9日砂拉越留臺同學會古晉分會理 

     事沈國城提供。 

 

  砂拉越留臺同學會與臺灣關係，隨著同學會成員在各界的發展，年久日深

後，自然演繹成彼等與相關組織的直接關係，遂使同舟共濟的留臺人集腋成裘，

形成綜合性組織體系的形式，29促使留臺同學會的影響力擴及華社各界。從民間

學生團體的一般身份，到官方正式機構的互訪，是近年來同學會發展過程的特

性，尤對促進臺馬的實質外交，及當地華社華校的實質影響不容小覷。30
 

 

(二)協助當地學子來臺升學 

    留臺人基於本身的體驗，相當重視華社子弟升學事務，留臺同學會時常邀請

已畢業或仍在臺灣讀書的學長姊們（圖版 3.4），專程應需回國舉辦專題講座會，

                                                      
29

 參閱吳增基、吳鵬森、蘇振芬主編，《現代社會學（第四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82。 
30

 2000 年以後，臺灣與馬來西亞各教育機構互動頻繁，如 2009 年馬來西亞南方學院董理事會 

  臺灣教育考察團團長張文強指出，南方學院在創辦初期受到僑委會關照，僑委會也曾贊助許多 

  獎助金，幫助南方學院的學生來臺升學，還安排許多教授、講師赴南方學院授課交流。除此之  

  外由留臺同學會協助簽訂正式協議書者，時有所聞，如 2012 年 3 月 2 日由馬來西亞留臺淡江   

  校友會協助，臺灣淡江大學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Universeiti Tunku Abdul Rahman）成為姊妹 

  校，並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即是其一。參閱〈宏觀周報〉745 期，2009 年 4 月 8 日，第 5 版僑 

  社動態；〈淡江時報〉852 期，2012 年 3 月 12 日，學校要聞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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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當地學子及其家長，有關臺灣各大專院校升學的管道及生活經驗等資訊。 

 

 
           圖版 3.4：砂拉越留臺學長舉辦座談會 

           資料來源：2012 年 8月 28日砂拉越第二次田野調查，攝於砂拉越留臺同 

          學會會所。 

 

    事實上，學長座談會的舉辦，起初大多是旅臺同學自發性的活動，直至砂拉

越留臺同學會成立，類此座談會始由留臺及旅臺同學會聯合舉辦，31由於早期資

訊不如當今發達便利，旅臺學長們熱誠地分享在臺就學所需的資訊，為尋求升學

的學生們，提供了一嶄新而明確的選擇取向。這類座談會，因能滿足每年殷殷期

盼升學的學子所需，故迄今仍年年舉辦以應時需，並統一由旅臺同學會幹部及留

臺同學會各分會（圖版 3.5），規劃至當地各校現場開辦座談，宣導相關赴臺求學

的訊息。 

 

                                                      
31

 自留臺同學會成立以後，留臺學長講座會多以留臺及旅臺同學會聯合辦理，並改變活動名稱 

  ，如 1998 年 2 月 14 日，詩巫分會與砂拉越旅臺同學會合辦「赴臺升學輔導座談會及資料展」。 

  參閱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砂拉越留臺同學會 35 週年紀念特刊》(出版項未刊稿)，頁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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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版 3.5：2012 年砂拉越旅臺同學會寒假返砂升學輔導及新生說明會 

           說明：美里分會主席蕭特財（左二）代表贈送紀念品予砂拉越旅臺同學 

           會會長黃辛善、會務顧問蔡傳創（右三）代表贈送紀念品予砂拉越旅臺 

           同學會公關林偉雄。 

           資料來源：2013 年 7 月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美里分會副主席林國臺提供 

 

  除此之外，留臺同學會也出版各種刊物，介紹臺灣各大專院校之規模、圖書、

設備等資訊，也提供各校院系聯絡資料，升學管道及申請辦法，臺灣各地食宿等

相關費用，提供各類工讀及獎助申請等諮詢管道。刊物內詳盡地報導各大專院校

及海青班，分門別類各系特色及重點發展的項目，使當地欲赴臺升學的學子，能

夠一目了然，並依自身喜好及能力，選擇符合所需的院校及科系。 

 

              圖版 3.6：臺灣中山建教班招生說明會 

              說明：2002 年 3月 6 日在砂拉越留臺同學會古晉分會會所舉辦， 

              出席獨立中學、政府中學學生及學生家長近百位參加。 

              資料來源：2012年 8月 28日砂拉越第二次田野調查，砂拉越留臺 

              同學會古晉分會理事沈國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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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舉辦講座、出版刊物及網際網路，讓當地民眾瞭解赴臺升學須知外，留

臺同學會也時常協助，臺灣各大專院校，至砂拉越舉辦宣導與招生說明會（圖版

3.6）。據悉，每年僑委會皆率領兩支海外招生團，親赴東馬兩州推行招生說明會，

為準備就讀大專院校或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的當地學生宣導升學資訊。留臺同學

會除接待招生團，提供活動場地，聯繫當地華校師生或相關單位人事外，也協助

收繳當地學生資料及申請書（圖版 3.7），服務學生及其家長相關的諮詢，舉凡院

校、科系、學費、生活及安全等等，不但鉅細靡遺，而且無所不包。由此得見，

僑委會所率招生團之招生任務，既得留臺同學生在地化的深度協助，無外如虎添

翼、水到渠成以竟全功。 

 

 

              圖版 3.7：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申請表 

              資料來源：2012年 8月 28日砂拉越第二次田野調查，砂拉越留臺同 

              學會古晉分會提供。 

 

  一般而言，凡申請臺灣大專院校及海青班就學，多透過留臺同學會代辦申請

外，還須獲得當地保荐委員核可方能赴臺。早期原由僑務委員會或是以當地聞人

選派擔任保荐，隨著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的成立，保荐委員始由同學會各分會推派

人選擔崗。32委員不僅有義務協助當地學生申請赴臺就學的相關事務，每年也須

定期赴臺參與僑委會所辦相關會議，摭取當年度升學的相關資訊及注意事項。可

見留臺同學會既公也私，兼顧臺砂兩地相關的事務，其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與僑委會海外招生幾如影隨形，不可或缺。近年以來，留臺同學會及保荐委員，

甚至帶領當地學生及家長（圖版 3.8），赴臺考察各校校園及住宿環境，務使學生

                                                      
32

 同學會成立以後，保荐委員一職，由同學會與僑委會商談，轉由同學會內部選任肩負。如 1969 

  年砂拉越美里學生赴臺升學保送人是年開始，由當地教育界聞人陳慶蕃先生，轉由美里留臺同 

  學會負責人保送審核工作，保送人為該屆美里分會主席劉華強擔任。參閱砂羅越留臺同學會， 

  《砂羅越留臺同學總會成立 21 週年紀念特刊》（美里：美里留臺同學會主辦，1996 年 11 月 1、 

  2 日），頁 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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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安心無慮在臺就學。 

 

 

         圖版 3.8：2013 年 3月赴臺參訪團 

         說明：由留臺同學會保荐委員帶領當地學生及家長，赴臺參訪各校校園， 

         前排左三為美里分會會務顧問蔡傳創，後排左二為美里分會副主席林國臺。 

         資料來源：2013 年 7月砂拉越美里分會副主席林國臺提供。 

 

    綜上省察，留臺人以自身經驗及個人能力，為赴臺就學的學子，提供了一盞

升學道路的明燈。從早期僅推介若干資訊，到成立砂拉越留臺同學會，及承擔保

荐委員後，會內提供當地民眾的服務逐漸增加。不僅止於提供赴臺升學資訊，更

協助當地學子赴臺升學諮詢，近年更帶領當地家長及學生，來臺參訪各校環境，

減低異地求學的不安及負擔。 

 

肆、留臺人與砂拉越獨中教育及華族文化的推展 

 (一)華文教育人才的重要來源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砂拉越的英殖民政府，為防堵華社左傾，步上馬共後塵，

遂倡導對華校改制，致使華教員日見短拙，而返砂的留臺人，恰恰成為補充師資

的最佳來源。33又因為馬來西亞立國以來，在教育政策上行使單元民族政策，缺

                                                      
33

 海外華人於砂拉越英殖民以前，就已建立無數華文中小學校，教員大半延請中國教員擔任， 

  但至 1949 年以後，砂拉越英殖民政府為防堵左派主義的散佈，設立各式教育法令管制華校 

  ，並禁止中砂兩地人民往來。參閱 HON-KAH FO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During The White Rajahs' Times in Sarawak and its Role in Modernization of Sarawak,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U.S.A,2005）, p. 43. ；另參 Annual Summary for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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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華文教師的情況日益嚴重。長期以來，留臺人成為華校教師之主力（如下表

列），除體現我國僑教政策的成效，亦可見留臺人繼往開來的民族精神。 

表 4.1：2012年砂拉越獨中留臺教師比例表 

 古晉 

一中 

古晉 

三中 

古晉 

四中 

詩巫 

公教 

詩巫 

黃乃裳 

詩巫 

光民 

詩巫 

公民 

詩巫 

建興 

美里 

培民 

美里 

廉律 

總教師人數 67 16 13 46 25 12 11 9 43 85 

留臺教師人數 25 13 5 19 10 6 5 3 13 7 

留臺教師比例 37％ 81％ 38％ 41％ 41％ 50％ 45％ 33％ 30％ 8％ 

資料來源：2013年 3月砂拉越第三次田野調查，依古晉三中董聯會、詩巫獨中董聯會、美里廉

律及培民中學提供數據彙整。 

    依表得悉，各獨中留臺的教師比率，幾近過半，但細察下，卻可發現近來留

臺教師不增反減的現象。自 1990 以後馬來西亞數所華文學院相繼成立，34獨中

教師成員除畢業校友及留臺學歷外，持華文學院資格的教師逐年增加，再者隨著

馬來西亞與中共建交以後，遂有當地華人赴大陸就學，並返馬擔任獨中教師。1990

年代以來，時局的變化和馬國教育政策的鬆綁，獨中教師成員的來源管道漸增，

臺灣教師比重之下滑其來有自。惟就調查所悉，儘管現今教師培育管道多元，但

因當地留臺歷史發展較早，對當地華教事業推動仍有十分可觀之影響力。不僅如

此，詳察各校校董、校長及校內幹部也多為臺灣學歷者，可見留臺人對當地文教

工作紮根之深，臚列下表 4.2以見一斑。 

表 4.2：砂拉越歷任留臺校長名單 

校名 校長任期 姓名 學歷 

古晉中華第一中學 2001-2006 許武琳 臺灣大學農藝系 

古晉中華第三中學 1988-2003 張國悅 臺灣大學外文系 

2009-2013 許武琳 臺灣大學農藝系 

古晉中華第四中學 1973-1988 姚日發 師範大學藝術系 

1989-1999 張德祥 師範大學藝術系 

2008-2009 池敏敏 政治大學國際貿易系 

詩巫公民中學 1978-1982 李孟華 政治大學西語系 

1983-1984 黃祥光 臺灣大學中文系 

1988-1989 劉世昌 師範大學教育系 

1990-2002 許修春 政治大學外文系 

美里培民中學 1998 賴南球   師範大學地理系 

                                                                                                                                                        
  Sarawak Education Department, p. 6. 
34

 1990 年 5 月 31 日，馬來西亞第一間純粹由華社自辦的高等學府，位於柔佛新山的「南方學 

  院」正式成立。另外受到南方學院成立的鼓舞，1997 年 10 月及 1998 年 1 月，位於吉隆坡 

  「新紀元學院」與檳城的「韓江學院」也相繼成立。參閱曹淑瑤，《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馬 

  來西亞華文大專院校之探討：1965-2005》（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年 7 月），頁 87、127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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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黃信淙  臺灣大學農化系 

2008 黎玉鳳   師範大學國文系 

2008-2012 鄭尚信  臺灣大學農學士 

2011 王韻琴   師範大學工技系 

2012 楊福明 臺灣大學中學系學士 

臺灣南臺教育領導與評鑑碩士 

美里廉律中學 1970 楊惠生 政治大學教育系 

1976 馮嘉來 師範大學社教系 

1989 姚日發 師範大學藝術系 

1992 

1998 

黃泉淵 臺灣大學外文系 

1997 黃碧卿 師範大學社教系 

1999 楊亞秀 東海大學中文系 

2001 蔡瑞基 臺灣大學外文系 

2006 魏巧玉 政治大學西語系 

（僅列舉古晉、詩巫、美里三大城市知名華校，不包括其他偏遠者） 

資料來源： 

1.古晉中華第一中學，《古晉中華第一中學響起‧想起二零一二年畢業特刊》（古晉：古晉中華第

一中學，2012），頁 16-28。 

2.古晉中華第三中學，《古晉中華第三中學‧第四十四屆高中文商科‧第十五屆汽修科‧第五十

二屆初中畢業特刊》（古晉：古晉中華第三中學，2011），頁 4。 

3.古晉中華第四中學，《古晉中華第四中學二零零九年度校刊》（古晉：古晉中華第四中學，2009），

頁 4。 

4.公民中學，《公民中學創校 45 周年紀念特刊》（詩巫：公民中學，2005），頁 63。 

5.美里培民中學，《2012 年美里培民中學第四十二、四十八屆初高中畢業特刊》（美里：美里培民

中學，2012），頁 11-19。 

6. 美里廉律中學，《二零零六年度美里廉律中學創校四十周年校刊暨第卅五屆高中畢業班特輯》

（美里：美里廉律中學，2006），頁 57-58。 

7.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砂拉越留臺同學會通訊錄 2010》（古晉：砂拉越留臺同學會，2010）。 

 

    經上所述，正知華校學生之升學，何以臺灣為首選目標的原因。特別是華校

為升學事務所需舉辦的各類活動，在僑委會的輔導，及留臺同學會的積極推動

下，其成果豐碩是所必然，因為絕大多數的留臺人是當地獨中畢業，彼等以校友

學長的身份，及親身歷練留臺經驗者，率先關注學弟妹升學事務等相關議題，不

但能正中下懷指點迷津，更能成為晚輩所學習的楷模。35以下小節便透過黃國

                                                      
35

 留臺同學會基於瞭解華校處境，故較能有效且快速的從事改善及補救事務，如 1977 年 11 月 

  8 日，詩巫分會有鑒於華校處境之危機，乃聯合詩巫中華總商會，詩巫南大校友會成立九人小 

  組，先後聯合發表「發展獨立華文中學建議書」，與「發展華小初步報告書」，獲得華社普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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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林煜堂、陳瑞麟三個「留臺人」（三位都是留臺同學會的重要顧問或成員）

出色的生涯履歷（以各該人口述訪談及著作為論據），以及當地知名文教機構—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的發展經過，來介紹留臺人對當地獨中教育發展的貢獻，並

論述我國僑務政策及留臺經驗所產生的直接或間影響。 

1. 黃國煌 

  黃國煌祖籍廣東梅縣蕉嶺，1945 年出生於砂拉越古晉西連，中學時期就讀

古晉第一及第三中華中學就讀。受第一中學華文主任郭衍賓的啟迪，前往臺灣就

讀國立師範大學英語系，在學期間，對其最大的衝擊，莫過於課程的嚴格和臺灣

學生素質的優異及好學的精神。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在下課期間，同學們爭先恐

後地至圖書館排位讀書的盛況。尤其在冬天時期，黃氏偶有偷懶之念時，看到同

班同學，抱著棉被，利用寢室微弱燈光，在飯廳中苦讀，隨即打消偷懶的念頭。
36那股好學的熱忱及勤奮的美德，影響了他返砂後教學及工作的態度，而師範大

學嚴格的教學及寫作課程，更是充實其往後教學及寫作的技能。1983 年返砂後，

隨即進入達邦政府中學擔任上午班主任兼華文主任，而其能夠在明顯不利於臺灣

學歷的政府中學任職，除了能力出眾以外，也代表著極其努力於教學工作，故於

1987 年更擔任大馬聯邦教育局中學華文砂州督導一職至今。黃氏除熱忠於教學

外，更喜好寫作，除本職談論教育及臺灣旅遊的書籍外，亦從事寫作當地社團社

會人物志的著作，如《砂拉越州華社人物志》（1997）、《晉漢省華人社團簡史》

（1999）、《砂拉越華人選集》（2007）等，著重紀錄當地重要人士研究工作。綜

上可悉，黃氏在臺灣受到嚴格的教學及寫作技能訓練，為其返砂後教學及寫作

上，奠下了穩固的基礎，並受臺灣學習的風氣及努力的精神所折服，因而在工作

上積極向上，並取得全砂州華文督導一職，而其努力向上的精神，也受到砂州政

府的認可，於 1993年即獲得砂州元首賜封 PBS（Pegawai Bintang Sarawak）勳章，

以彰顯其為當地教育的貢獻。 

2. 林煜堂博士 

  林煜堂博士祖籍廣東新會人，1939 年 11 月 12 日誕生於砂拉越古晉市。受

其父親的影響，自幼即勸勉道：「不管我們家裡多窮，只要你們肯努力向學，我

既使是挨餓也會想辦法供你們唸書。」而林氏受父親話語的鼓舞，開啟其積極向

學的態度。37故於 1960 年古晉中華第一中學畢業後，受古晉保荐委員李英凱協

助，負笈前往臺灣就讀國立政治大學西語系。在學期間，無論交通費、學費、生

活費及宿舍費用，皆得到僑委會的協助。而在政大就學時期，由於林氏成績及語

言能力優異，受到孫靖民教授的鼓勵，擔任班代和學生委員會的工作，擔任幹部

的過程中，不僅要習慣規律的生活，如早上六點即要起床外，更習得管理社團組

織營運的經驗，為其往後在砂拉越社團經營步下了良好的基礎。在臺畢業後，不

                                                                                                                                                        
  同「三大機構」為凝聚華社之群體力量，發動籌組「第三省華人註冊社團聯合會」，華團正式 

  獲得註冊。參閱砂羅越留臺同學會，《砂羅越留臺同學會創會 30 週年紀念特刊》（砂羅越留臺 

 同學會，1995 年 6 月），頁 58-60。 
36

 黃國煌，《一千多個日子》（古晉：作者自行出版，1989），頁 48-49。 
37
 林煜堂博士，《文穗採趣》（古晉：砂拉越留臺同學會古晉省分會，1999），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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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努力進學的態度，前往美澳兩國取得社會工作學碩士及人口學博士，返國後先

後擔任砂拉越馬來西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料研究員、砂拉越英迪學院學術院長、

砂拉越州政府社會發展署高級研究官等，是為砂拉越著名研究學者。 

    在砂期間，從事於當地文化研究的工作，不僅擔任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創辦

委員，更長期參與當地研究及文化活動的事務。除此之外，由於在臺灣習得社團

組織經營的經驗，返砂後運用留臺同學會古晉分會主席、古晉中中校董會校董、

石角民立中學校董會秘書及砂拉越華人文化研討會策劃小組主任等職務，積極拓

展留臺同學會與獨中及當地文化工作的連繫，從事獨中升學講座及各式文化講座

等活動，並協助臺灣研究學者前往當地研究及交流的工作，並且參於組織當地重

要教育領導人士，赴臺參訪學習臺灣教育經驗。綜上可得知，林氏受僑務委員會

的協助前往臺灣就學，並在臺就學期間，受到教授的鼓勵，參與並學習到社團營

運的方法。因此返砂參與砂拉越留臺同學會幹部及主席期間，除積極拓展留臺同

學會與當地教育及文化事務的連繫外，更參與組織重要教育領導人士赴臺參訪，

及協助臺砂兩地文化及學術研究的交流事務。 

3. 陳瑞麟 

  陳瑞麟祖籍湖南衡陽人，1937 年出生正值中國九一八事變爆發，父親為兵

工學校繪圖員，由於兵工學校必須跟著國民政府搬遷，故陳氏青年時期跟隨父親 

，跑過南京、重慶，抗戰勝利後到上海吳淞，1949 年又隨國民政府渡海到臺灣

的華蓮。陳氏的求學時期，極其多難周折，至華蓮時進入華蓮中學就讀。因親身

歷經戰爭之波折，經驗過物資缺乏的苦處，瞭解到必須依靠教育，才能改善人民

貧困的生活。38大學選擇進入國立師範大學就讀，畢業後任教於臺北市立第一女

子中學，在北一女任教時期，學習教學經驗豐富，並曾編輯教科書的經歷。50

年時期，受邀前往砂拉越教書，於 1959年 8 月 17日在砂拉越僑生程利良的協助

下，赴砂拉越詩巫中華中小學擔任教職。在砂拉越教學期間，歷經砂拉越英殖民

政府時期、砂拉越共產黨動亂及華校改制等事件，動盪的環境，皆未使陳氏有離

開的念頭。於 1974年時期陳氏做到詩巫中華中學副校長職，擔任到 1986 年退休 

，後再承接詩巫公教中學擔任教務主任，並於 1994 年因熱心教育事業得到詩巫

華團總會徵選的「杏壇揚芬」傑出教師獎。陳氏長達四十年的教書歷程中，因經

歷過戰爭動盪的游移及臺灣物資缺乏的生活，其認為教育是國家之本，教育是培

養技能，塑造靈魂的工作。39故教學期間，即對學生灌輸知識就是人最大的財富，

並說明家境貧困成績不佳，不代表未來成就的高低。對於當地父母及學生，詢問

升學及出路的疑惑，皆積極協助，鼓勵學生赴臺升學，因為陳氏認為臺灣海青班

的技職教育，可使學生習得一技之長，並能返砂創業為當地奉獻。故至砂拉越擔

任教職長達四十餘年期間，除戮力於教學事業外，更推廣學生赴臺升學，也因此

在職期間，積極協助臺灣於當地舉辦的升學講座。 

表 4.3：個案對照表 

                                                      
38

 陳瑞麟，《雲煙：陳瑞麟詩文集》（詩巫：詩巫中華文藝社，2009），頁 56-57。 
39

 陳瑞麟，《雲煙：陳瑞八十抒懷》（詩巫：作者自行出版，2011），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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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國煌 林煜堂 陳瑞麟 

出身背景 砂拉越古晉西連 砂拉越古晉市 湖南衡陽 

留臺年代 1979 1960 1949 

擔任教職 達邦政府中學上午班

主任兼華文主任 

大馬聯邦教育局中學

華文砂州督導 

砂拉越馬來西亞大學

東亞研究所資料研究

員 

砂拉越英迪學院學術

院長 

詩巫中華中學副校長 

詩巫公教中學教務主

任 

臺灣經驗的啟發 努力進學的態度 組織運作的經驗 知識技術的重要 

資料來源：整理自個案訪談及作者田野調查資料。 

  從上述個案中可知，中華民國僑教發展過程中，重視培育文化素質及領導能

力的培養，而砂拉越華社青年於臺灣畢業回國後，不少成為當地文化、教育及華

社組織骨幹及領導人士。隨著自身能力的開展，更是積極推動臺砂兩地文教及商

貿的往來，成為臺灣對當地關係的橋樑角色。 

（二）由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的發展看留臺人對華族文化事業的參與 

    馬來西亞於 1970 年以後，受到五一三事件的影響，馬國政府開始設立文化

民族政策，限制華人文化相關活動，致使華人文化無論教育、學術及文化活動，

皆需引靠華社自行維護。而在此背景下，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後稱砂華文協）

於焉誕生，砂華文協的倡議，是於 1988 年 8 月 19 日至 21 日在「第一屆砂拉越

華族文化研討會」中，在州政府及全砂華總的聯合策劃下，於是年假詩巫民眾會

堂舉行。並於研討會總結會上，提出創立華族文化協會的倡議，並獲得全體參與

者一致通過。在各方協助下，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遂於 1990 年 2 月正式獲得社

團註冊局批准成立。40在砂華文協成立的過程中，留臺同學會秉承自身為學術性

的團體，重視當地教育及文化事務等議題，積極參與及資助相關活動，是故在文

協成立時，留臺同學全程參與籌備。並以留臺同學會的名義，贊助砂華族文化協

會大廈的建設。 

         表 4.4：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創設籌備委員會名單 

職務 姓名 

會長 張曉卿上議員 

署理會長 朱祥南 

副會長 羅仲勳 

副會長 陳宗明 

副會長 葉紹輝 

秘書 孫春德醫生 

                                                      
40

 參閱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文協十年：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創會十週年紀念特輯 1990-2000》 

  （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2001 年 9 月 30 日），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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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書 李根炎 

財政 拿督陳仁華 

副財政 楊如茵 

委員 拿督劉會幹、江先漢、林煜堂、沈澤貴、陳

斐榮、許長國、黃祥洲、鄭和仁 

           說明：粗體字為留臺人 

          資料來源：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文協十年：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創 

          會十週年紀念特輯 1990-2000》（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2001年 9 

          月 30日），頁 14。 

  砂華族文化協會的創立，代表著當地華社開始重視，文化及歷史文物的保存

與維護，並以組織的形式，劃分地區及組別。41從事文物收集整理、口述歷史記

錄與資助研究著作的出版，並且提供海外學人收集研究資料。砂華文協可說是砂

拉越華社最為重要的文化研究單位，不僅收集來自全砂各華團特刊及相關文獻，

庋藏相關海外華人研究書籍，並且利用組織的力量，分區分責尋訪各地耆老、集

結砂拉越各時期重要口述歷史資料，並且經常出版相關研究及最新史料。而從砂

華文協的資料中可知，留臺人不僅贊助砂華族文化會館的建立及砂華文協的成立

（表 4.4），文協內部的經營及各領導成員，留臺人皆為長期參與及支持的中堅人

士。可從下兩表（表 4.5 及 4.6）得悉，留臺人擔綱砂華文協歷屆理事及各區工

作核心成員之一斑。 

表 4.5：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歷屆留臺（1990-2000）理事 

屆期（西元） 職務 姓名 

第一屆（1990-1992） 副會長 李根炎 

第二屆（1992-1994） 副會長 李根炎 

第三屆（1994-1996） 副會長 李根炎 

秘書長 許贊禮醫生 

理事 劉世南 

產業信託人 許贊禮醫生 

第四屆（1996-1998） 副會長 李根炎 

秘書長 許贊禮醫生 

理事 劉世南 

產業信託人 許贊禮醫生 

第五屆（1998-2000） 秘書長 許贊禮醫生 

理事 劉世南 

產業信託人 許贊禮醫生 

          資料來源：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文協十年：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創 

                                                      
41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為從事華文文化研究及保存工作，依照地區別及工作別來劃分，在地區 

  方面劃有詩巫、晉漢、美里、斯里阿曼省。在工作小組則分有文學、歷史、習俗、出版與翻譯 

  、藝術、書畫、歌樂及舞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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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十週年紀念特輯 1990-2000》（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2001年 9 

          月 30日），頁 15-19。 

  砂華文協為達有效管理收集砂拉越設省史料，遂將砂拉越劃分為各省工作區

域，並將工作內容，根據類別規劃若干組，如文學、出版與翻譯、藝術、歷史及

舞蹈等，分工細膩。而留臺人由於自身學科經歷，及本著留臺同學會係學術團體

的理念及精神，協助砂華文協各項工作的推動，自不待言。就下表 4.6 中，窺知

一二： 

 

 

表 4.6：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歷屆留臺（1990-2000）工作小組名單 

屆期（西元） 地區 組別 姓名 

第一屆（1990-1992） 詩巫省 文學組 劉世南 

出版與翻譯組 黃生光 

藝術組 陳瑞麟 

晉漢省 歷史組 房漢佳 

藝術組 周方正 

美里省 出版與翻譯組 李根炎（主任） 

第二屆（1992-1994） 詩巫省 文學組 劉世南 

歷史組 劉世南 

出版與翻譯組 黃生光 

晉漢省 歷史組 房漢佳 

出版與翻譯組 黃國煌 

藝術組 周方正（主任） 

田美麗 

美里省 文學組 余求福 

歷史組 黃碧卿 

習俗組 楊惠生 

出版與翻譯組 李根炎（主任） 

第三屆（1994-1996） 詩巫省 文學組 黃生光（主任） 

歷史組 劉世南（財政） 

林青青 

習俗組 劉世南 

出版與翻譯組 黃生光 

晉漢省 歷史組 房漢佳 

出版與翻譯組 黃國煌 

藝術組 周方正（主任） 

沈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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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工作小組召集

人 

習俗組 劉世南 

出版與翻譯組 許贊禮醫生 

第四屆（1996-1998） 詩巫省 文學組 黃生光（主任） 

歷史組 劉世南 

民俗組 劉世南 

出版與翻譯組 黃生光 

晉漢省 歷史組 房漢佳 

出版與翻譯組 黃國煌 

藝術組 周方正（主任） 

沈捷平 

 全州召集人 出版與翻譯組 許贊禮醫生 

民俗組 劉世南 

第五屆（1998-2000） 詩巫省 文學組 許贊禮醫生（顧問） 

黃生光（主任） 

游思明醫生 

歷史組 許贊禮醫生（顧問） 

民俗組 劉世南（顧問） 

出版與翻譯組 黃生光 

資料來源：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文協十年：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創會十週年紀念特輯

1990-2000》（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2001年 9月 30 日），頁 21-24。 

  綜上省察，由於留臺同學會一本著學術團體的理念，並基於本身職業經歷，

戮力於當地教育及文化工作，故在砂華文協創辦時期，即積極投入人力的參與及

物力的協助。凡相關活動的舉辦及資料的彙整，包括近年來返臺學者的參訪及交

流，也常由留臺同學會包辦接待與聯絡等事務。正因為留臺同學長期擔任及參

與，當地文化研究者、理事及小組幹部的職務，形成往後，無論砂拉越華人文化

研討會，甚或大馬華人文化節等大型活動，砂拉越留臺同學皆身兼籌備委員、理

事、幹部及研討會發表人等職務。這也何以，砂拉越留臺同學會能與當地文化研

究人士及團體，關係如此之密切，且在砂拉越華人文化研究領域中，具相當重要

的地位及影響力，深受各方矚目毋庸置疑。 

伍、結論 

  籠罩在戰後國族主義興起，國際左右陣營對峙的陰影下，海外華文教育的發

展被迫中斷或轉入地下。許多華社青年在動盪年代下仍慕孺中華文化、追求進一

步學習知識技能的機會，赴臺升學於是成為他們深造的重要管道。我國的僑教相

關機構相當重視其生活輔導及聯繫，無論出版刊物、活動贊助及返砂招生等事

務，率多指導資助不遺餘力。海外僑生亦多能投桃報李，在學成返國後致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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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僑政僑教之推動，此種互惠關係一直延續至今，這股僑社的中堅力量，亦往

往是臺灣最佳的親善大使自不待言。 

對於僑務政策及海外華文教育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對於留臺人及其組

織在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及諸多貢獻卻著墨有限。本文研究認為，透過留臺同

學會組織的考察，不僅提供了更為新穎全面的學術視野，也有助於釐清我國僑教

政策對於海外華文教育的影響及其實質運作之梗概。 

作為一種以學緣及華教為基礎，跨越、血緣、地緣、業緣及華社政治團體之

綜合性社團組織，留臺同學會所代表的留臺人社群，影響層面遍及海外華社。其

對於華文教育事業的推動，除了對外聯繫及資源投入，更在於長期而在地化的紮

根式文化傳播。一如砂拉越各獨中高比例的留臺背景教師，以及留臺同學履履擔

崗重要文教機構「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要職等，皆是當地文教傳播臺灣經驗的

重要種子。本文對於林煜堂、黃國煌及陳瑞麟的個案分析也指出，留臺人基於在

臺所知所學，更有不少投身教育研究事業，成為當地華教的中堅份子，對於砂拉

越獨中發展，貢獻出可觀的心力，也促使我國僑教政策對於當地華文教育影響，

更為廣泛與深入。綜上考察，皆說明了留臺同學善用所學，積極投入民間、基層

華文教育的表現及成果。 

本文發現，透過留臺同學會所建構的留臺網絡，我國僑教政策對砂拉越獨中

教育，有深度拓展的現象。事實上，從早期協助砂拉越華社青年赴臺就學開始，

到輔導僑生、組織僑生團體、培育組織領導人才，一直到留臺同學會組織的成立

及往後活動的舉辦，皆能見到僑委會與留臺同學會密切的連繫及頻繁的往來。砂

拉越留臺同學會的個案顯示，海外留臺組織對於僑委會所舉辦招生說明會、參

訪、研習活動等，無不熱情予以支援和協助。更難能可貴的是，留臺人飲水思源

的臺灣情結，經由留臺同學會組織，發揮了更弘大的力量；從文教領域散發，外

溢至政經社會的綿密連結。例如留臺人因教育、文化及管理理念的契合，而成為

臺商及臺灣當局在當地重要的橋樑角色，舉凡投資、地產、法律、教育及外交事

務等相關問題，率皆給予相當的協助。凡此種種無不增加臺灣於海外商業、教育、

文化及外交上的影響力。 

以另一角度言，倘無僑教政策於前發展及留臺同學的經營努力所形成的互惠網

絡，臺馬兩國人民關係將無今日之頻繁與密切。而隨著砂拉越留臺同學會組織的

壯大及留臺人在當地獨中與社團嶄露頭角，我國僑教政策於當地的推行，也就更

能順利且深入的推廣。此種「湧泉以報」的良性循環，無疑是我僑政僑教發展上

值得肯定的史篇，更是彰顯臺灣軟實力的最佳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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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馬來亞國家建構下《方吳報告書》 

對華文教育發展的建議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Fenn-Wu Report 

on Chinese education under the Nation-building of Malaya 

 

古鴻廷、曹淑瑤 

          （東海大學榮譽教授）、（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恢復其對馬來亞的殖民統治，但經二戰期間日軍佔領

期間的刻意分化，戰後華、巫、印三大族群間的敵對情勢相當嚴重，面對新局勢，

英殖民地政府計劃透過教育去培養一個共同的公民意識，在馬來亞這個多元族群

社會裡，泯除差異而凝聚成一個馬來亞實體(one Malayan entity)。1950 年馬來亞

聯合邦政府邀請牛津大學的巴恩(L. J. Barnes)組成一個委員會，研究馬來文教育

之問題，委員會於次年提出《巴恩報告書》，主張廢止各族群的方言教育，提供

以英語與馬來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免費國民學校教育，以培養人民共同的馬來亞國

家意識。《巴恩報告書》引起華族社會對母語教育能否生存的猜忌，為能順利推

行其教育政策，英駐馬來亞聯合邦的最高專員亨利．葛尼爵士(Sir Henry Lovell 

Goldworthy Gurney)於 1951 年初邀請方衛廉(William P. Fenn)及吳德耀(Wu,Teh 

Yew)考察馬來亞地區的華文教育，方衛廉與吳德耀詳細調查該地區華文教育

後，撰寫了著名的「方吳報告書」。「方吳報告書」對馬來(西)亞華族有關其族群

的母語教育保存與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本文擬對此報告書作一探討，期能對

今日馬來西亞地區華族母語教育的生存與發展有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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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Ting Ku、Shu-Yao Tsao 

Honorary Professor、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order to build the British Malaya as a united Malayan entity,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invited the Barnes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education conditions 

in Malaya. The Barnes Report recommended the elimination of all Chinese schools 

and replacing the schools with an English/Malay bilingual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In an effort to reduce the resistance of the Malayan Chinese,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also invited William Fenn and Wu Teh-yew, two reknown 

academics, to conduct a parallel study.  The Fenn-Wu Report specifically pointed out 

that Malaya “is a multi cultural and mixed racial place” and insisted that the Chinese 

culture is a valuable asset of Malaya. The Report also advised the British to tolerate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isting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Fenn-Wu Report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xistence and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Ma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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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次大戰結束後，當英國恢復對馬來亞的殖民統治時，面臨日軍佔領期間刻

意分化形成的華、巫、印三大族群間的敵對情勢，1
 面對新局勢，英殖民地政府

計劃透過教育改革去培養一個共同的公民意識，2在馬來亞這個多元族群社會

裡，泯除差異而凝聚成一個馬來亞實體（one Malayan entity）。3
1950 年馬來亞聯

合邦政府邀請牛津大學的巴恩組成一個委員會，研究巫文（馬來文）教育之問題，

這個委員會於 1951 年提出《巴恩報告書》（Barnes Report），該報告書除強調應

給馬來人在馬來亞「該得到的地位」外，4主張聯合邦政府建立一個國家教育體

制，廢止各族群的方言教育，提供以英語與馬來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免費國民學校

教育，以培養人民共同的馬來亞國家意識。5《巴恩報告書》引起華族社會擔心

華文教育的生存與發展，為能順利推行其教育政策，英駐馬來亞聯合邦的最高專

員亨利．葛尼爵士(Sir Henry Lovell Goldworthy Gurney)於 1951年初邀請方衛廉

(William P. Fenn)及吳德耀(Wu,Teh Yew)兩博士前往馬來亞，考察該地區的華文教

育，6
 吳德耀與方衛廉在馬來亞詳細調查該地區華文教育後，撰寫了著名的《方

吳報告書》。7《方吳報告書》，對馬來亞華族族群的母語教育的看法及其建議，

對日後馬來亞華文教育的維護與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至今尚少有對此報告書

的研究，故本文擬對此報告書作一探討，期能對今日馬來西亞地區華族母語教育

的生存與發展有進一步的認識。 

貳、背景 

                                                      
1
 D. G. Hall, 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 Co., 1968), pp. 831, 836；廖小健，

〈日軍統治對馬來亞民族關係的影響〉，《世界民族》2001 年第 1 期（北京：中國會科學院民

族研究所，2001 年），頁 48-54。 
2
 Education Policy(Council Paper No. 53), 1946, Items 2 & 3, in Francis H. K. Wong and Gwee 

Yee-heam eds., Official Report on Education i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19465-1962(Singapore: 

Pan Pacific Publications, 1989), pp.1-2. 
3
 Federation of Malaya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 First Report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1950), Item 1. 
4
 Federation of Malay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1951),Foreword, Item. 2.. 
5
 Federation of Malay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 Chapter IV, Items 2,18. 

6
 吳德耀，1916 年 12 月 8 日出生於中國海南島文昌縣，1925 年移居馬來亞檳城，1936 年畢業

於檳城鍾靈中學後入南京金陵大學，1946 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50 年時正任

職聯合國秘書處。方衛廉博士為吳德耀在金陵大學時的英語老師。有關吳德耀的生平資料，摘

自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吳前校長德耀教授生平簡介〉，《東海大學吳德耀基金會成立資

料》（台中：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1994年 10月）。 
7
 馬來(西)亞地區華族社會常稱之為《芳吳報告書》。1980 年代初期，吳德耀多次告訴其弟子古

鴻廷，報告書的主要觀點來自其在馬來亞的求學與生活經驗，方衛廉為其就讀金陵大學時的老

師，除熱愛中華文化外，其英文修辭學造詣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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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華人初到馬來亞時，與其他移居海外的華族相似，不論是工人或是小商

人，教育程度低落，但仍然希望兒女能受教育，並勸告親友做同要的努力。8曾

有一位移居馬來亞的華人表示：「因語言與習慣的不同，我們不能同化於歐人社

會。我們多數人雖能操馬來語，但馬來亞的文化是很簡單的，我們似乎無需有許

多的接觸才能領悟，因此華僑的唯一路徑是保持中國的文化。」9既然殖民地政

府漠視華人也有教育的需求，於是華人開辦以自己家鄉的語言為教學媒介語的私

塾、家塾、教館、義學。10
1904年位於檳榔嶼由當地華人集資創辦的中華學校，

為馬來亞地區第一間新式華文學校，11中華學校不但改變以往的教學內容，在教

學媒介語方面，改以「官話」取代當地學塾長久以來所採用的方言教學，12自檳

榔嶼中華學校成立，各地華人競相仿效，將學塾改辦為新式學堂。13雖然殖民地

政府很早就設立英文義學，招收華人子弟入學，由於殖民地政府視華人為外國居

民，政府沒有義務去承擔教育的責任，故並不強迫華人受教，對於華文教育的發

展，也就採取放任的態度。14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觀念逐漸激勵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的

民族主義運動者，1919 年的「五四運動」，15在馬來亞地區曾引起相當的迴響，16

原本對華文教育採取自由放任態度的英殖民地政府，開始干預華校的發展，英殖

民地政府從 1920 年開始頒佈各項教育法令，對華文教育加予規範。17殖民地當

局逐漸轉變其對華文教育的政策上，鼓勵華人以方言為教學媒介語，以阻止華人

社群產生一致的政治認同。18
  

雖然華文學校剛成立時，以小學佔絕大部分，但自「五四運動」後，中學逐

漸設立，截至 1925 年，中等學校已有新加坡的華僑中學及端蒙中學，檳城鐘靈

中學，吉隆坡尊孔中學，坤成女中，及馬六甲的培風中學，英殖民地政府增設一

歐人副提學司（Assistant Director of Education）及華人督學（ Inspector of 

Schools），專司華文學校的事務，19
1926年再頒布了「一九二六年學校註冊條例」，

                                                      
8
 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年），頁 189-207。 

9
 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頁 208。 

10
 許甦吾，《新嘉坡華僑教育全貌》（新嘉坡：南洋書局，1950年），頁 14-18。 

11
 陳育崧，《椰陰館文存》第二冊（新加坡：南洋學會，1984），頁 230 

12
 《檳城新報》，1904年 4月 25 日。 

13王秀南編，《星馬教育研究集》（新加坡：南洋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1971年），頁 158。 
14

 Paul Cheng Ming Phung,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A Plural Society – A Malaysian Case Study 

( Kuala Lumpur: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973), pp.9-28。 
15

 有關「五四運動」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社會各方面的影響與發展，見 Tse-tsung Chou,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16

 崔貴強，〈海峽殖民地華人對五四運動的反響〉，《南洋學報》第二十卷（1966 年）。頁 13-18。 
17

 Kua Kia Soong 柯嘉遜, A Protean Saga；The Chinese Schools of Malaysia ( Kuala Lumpur: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 1985), pp.23-25；「1920年英屬三州府學校

普通章程」全文見曹淑瑶，《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馬來西亞華文大專院校之探討(1965-2005)》

（厦門：厦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附錄一，頁 213-216。. 
18

 古鴻廷，《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年），頁 135-136。 
19

 Philip Loh Eook Seng, Seeds of Separatism: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a, 1874-1940( Kuala 

Lump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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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發現學校宣傳有礙殖民地政府利益的政治學說、提供非法會黨集會地點等情

事，政府得拒發或註銷學校之憑照，殖民地政府亦可以不符合殖民地利益註銷已

註冊之教師憑證。20然而，由於華族子弟對於教育的需求，使得華文學校與學生

的數目持續增加，華文高級中學也相繼成立。21到 1938 年時華文學校的總數已

超過 1,000 間，教師人數已近 4千人，學生人數也超過 9萬人，太平洋戰爭爆發

前夕，在英屬馬來亞地區的教育體系裡，華文教育已是英、巫、華、印(泰米爾)
 

四大教育源流中最大的一支。22
1941 年 12 月，日軍在偷襲珍珠港的同時，也兵

分三路從暹羅南境南進，1942年 2月 15日新加坡的英軍向日軍投降，日軍佔領

新馬期間，華文學校遭到嚴重打擊。23 

 

參、方吳調查團的任命及《方吳報告書》的重要建議 

1946 年英殖民地政府提學司（Director of Education）芝士曼提出《教育政策

白皮書》，認為在小學階段以母語授課是符合教育原則的，建議英殖民地政府為

所有英、巫、華、泰米爾語文源流提供免費的小學教育，並在所有學校教授英文。

為達到這目標，芝士曼建議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的學校兼授母語，以母語為教學

媒介語的學校則兼授英文。24芝士曼的《教育政策白皮書》強調在馬來亞地區的

各族群應學習其本身的母語及體驗其自己的豐富文化遺產，對華文教育表達支持

的立場。25此外，二戰期間日軍對馬來亞華族的殘酷統治，激發華族對自身之歷

史與文化的認同，26在在使得戰後馬來亞地區的華文教育不但恢復生機且發展迅

                                                      
20

 「一九二六年學校註冊條例」第八條乙項，第十六條乙項，第十八條甲項，「一九二六年學校
註冊條例」全文見曹淑瑶，《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馬來西亞華文大專院校之探討
(1965-2005)》，附錄二，頁 217-225。 

21
 林水檺，〈獨立前華文教育〉，頁 229-231。 

22
 Tan Liok Ee 陳綠漪 ,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5. 泰米爾文(Tamil)，過去通譯為「淡米爾文」，2004年 7 月 29日馬
來西亞華語規範理事會決議將 Tamil 統一譯為「泰米爾」。見《星洲日報》，2004 年 7月 30 日。
泰米爾語文是印度南方的一種方言，也是馬來亞地區印度裔人民主要使用的方言。依據 1957

年的統計，馬來亞地區的印度裔人民中有 78.7％是說泰米爾語，見 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p.40. 因此馬來亞地區時常以「印語」或「印校」來通稱泰米爾語或以泰米爾語文為
教學媒介的學校。 

23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二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99 年），
頁 416-430。 

24
 H.R.Cheeseman, Education Policy, 1946; Francis H.K Wong and Gwee Yee-Hean, ed., Official 

Reports on Education i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1946-1962, Singapore: Pan Pacific Publications, 

1989, pp. 1-2. 
25

 H. R.Cheeseman, “The Post-War Policy in Education in Malaya,” The Yearbook of Education, 1949 

(London: Evans Brothers, 1949), p.548. 
26

 日軍佔領期間，華僑子弟身受亡國之痛，加以「日人對於不識本國語文之華僑，曾予極端之
侮辱」，致於戰後許多華僑子弟瞭解本國語文之重要而紛紛入學。唐志堯，《華僑志－新加坡》
（台北：華僑文化出版社，1950年），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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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隨著戰後華族各方言群間的隔閡逐漸淡薄，27有利於華社籌辦較大型的學

校，至 1946年，華文學校的數目已有 1,000 多間，學生總數達 16萬 8千多人。
28

  

然而，此時英屬馬來亞的政治局勢正迅速變化，英殖民地政府面臨馬共四處

騷亂，族群紛爭不斷的困境，原欲推行對寬待華族移民的「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計劃，在英、巫兩方妥協下，被「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

計劃所取代，29這個在 1948 年 2 月成立的新政體，對華族移民權益多加限制，

採取英、巫雙語為其官方語文。30
1948年 6月 3名歐籍種植家被馬共所殺，英殖

民地政府乃於 16 日宣佈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31由於馬共成員大多為華族，為

斷絕馬共與居住在鄉村的華族聯繫，英殖民地政府實施「畢利格斯計畫」(Briggs 

Plan)，將散居於森林外圍和偏僻地區的 50多萬華族集中在數百個「新村」。32
 為

防止共產思想擴張，對華文教育嚴加溫監控，導致 200多間華文學校的關閉。33
  

1949 年，英屬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成立中央教育諮詢委員會，任命荷爾格（M. 

R. Holgate）為委員會主席，重新檢討聯合邦境內之教育。1950年 5 月，中央教

育諮詢委員會呈交第一份報告書（《荷爾格報告書》），表示教育最重要目標在消

除族群間的分歧，培養人民團結、忠誠與愛國心，以創造「一個馬來亞」，34建

議政府實施 6 年免費小學教育以達成此一目標。《荷爾格報告書》雖建議將小學

規劃為兩類學校：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馬來語文為必修課的學校，以及以馬來

語文為教學媒介語，英文為必修課的學校，35卻強調教育的最終目的在於建立一

個免費且是義務性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小學，認為政府應儘速設立師範學校及

中學，然後將對華文中學停止津貼。36
 由於《荷爾格報告書》意圖以英語來實

現「一個馬來亞」的構想，遭受馬來土著民族主義運動者的強烈反對，37而在馬

                                                      
27

 林開忠認為華語成為新的溝通工具，有助於打破以方言為藩籬的「幫」。見林開忠，《建構中
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9年），頁 174-175。 

28
 戰後華文教育的再度成長，主要歸功於馬來亞地區華人社區的努力，亦受來自中國的鼓勵。
戰後，中國名列世界五強之一，不少海外華人以中國為政治認同的目標，也以身為「中國人」
為榮，見林連玉，《風雨十八年》上集（吉隆坡：林連玉基金委員會，1988年），頁 14。中國
政府更適時於 1946 年撥出 4 百萬美元補助各地華文教育。翌年，更派遣教育官員前往馬來亞
對當時的華文教育提出不少建議。詳見 Wong, Y. M.,” The Role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Malaya Politics, 1945-1957”(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M.A. Thesis, 1981), p. 9；林連
玉，《風雨十八年》上集，頁 14-17。 

29
 相關討論見 Gordon P. Means, Malaysia Politics (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70), 

pp.51-67. 
30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 1948(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1952 reprint), 

Clauses 35 and 63. 
31

 許雲樵，《馬來亞近代史》（新加坡：世界書局，1963 年），頁 232。 
32

 林廷輝、宋婉瑩，《馬來西亞華人新村五十年》（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0 年），頁 8-9。 
33

 楊建成，《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係之探討(1957-1978)》（台北：文哲
史出版社，1982 年），頁 130。 

34
 Federation of Malaya,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in Education, First Report, Item 1. 

35
 Federation of Malaya,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in Education, First Report, Items 6 and7. 

36
 Federation of Malaya,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in Education, First Report, Items 5 an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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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三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2001 年），
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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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亞聯合邦立法議會上被否決。38
 

1950 年，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成立以巴恩爲首的委員會，翌年初發表《巴恩

報告書》，主張廢除各語文源流的小學，建立以英文與巫文兩種語文為教學媒介

語的國民學校。39《巴恩報告書》的「序言」明言，馬來教育需要培養馬來族足

夠的知識與技能，鼓勵並促進馬來族在馬來亞這個族群混雜的地方得到該得的地

位。40巴恩委員會認為小學教育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所有以馬來亞作為其家

鄉、也以馬來亞為效忠目標的人的馬來亞，41因此必須對現存各族群的方言學校

作調整，建立跨族群的學校去取代目前的學校，這種提供 6年免費超族群，以英

語及馬來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小學稱之為國民學校，英語與馬來語都是官方語言，

因而將在國民學校為教育各族群兒童所使用，華族及印度泰米爾族必須逐漸放棄

他們的母語學校。42
  可能爲安撫華族社會，英駐馬來亞聯合邦的最高專員亨

利．葛尼爵士於 1951 年 1 月委託教育家方衛廉及吳德耀，共組一個調查團，去

調查馬來亞地區的華文教育，方、吳二人於 1951年 6月提出了《方吳報告書》。 

 《方吳報告書》在主文中首先指出，馬來亞是個具有多種族群、多種文化的

地方，一個馬來亞是未來的希望，一個大家共同承認及接受的「馬來亞文化」也

尚未出現在。43《方吳報告書》也指出，馬來文已是各類學校的必修課程，作為

當地的語言，境內各族群必須學習，由於英語已是本地區各族群間的經貿語言，

也是世界通用的語言，其重要性是眾所皆知，也已為華文學校所重視，華語的優

點更是無庸置疑的，任何人學習華文必將獲益良多。44《方吳報告書》因而提出

雙語（bilingualism）及三語（Trilingualism）的觀念，建議在馬來亞的華族學習

華、巫、英三種語文，其他族群則學習雙語。45
 

 《方吳報告書》認為，政府無法提供適齡學生足夠的學額，是華文學校存在

的主要原因，46
 馬來亞華族在建立華文學校時，很自然地複製其原鄉的學校制

度，正如英文學校是件英國學校的複製品，47
 報告書指出，當時馬來亞聯合邦

政府給予英文源流學校學生每位學生 187.83 元馬幣，巫文源流學校學生每位學

生 67.88 元馬幣，以及印文源流學校學生每位學生 55.34 元馬幣的政府津貼，華

文學校有 161,006 名學生，所收到的政府津貼只有 1,403,259 元馬幣，平均每位

學生只有 8.72元馬幣，遠比其他語文源流的學生少。48方、吳確信華文學校將在

馬來亞持續存在，任何摧毀它們的企圖，只會激發馬來亞華族更大維護其母語教

                                                      
38

 莫順生，《馬來西亞教育史》，頁 4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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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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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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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決心，49
 方、吳也認為華文學校應為馬來亞教育體系一環。50因而建議聯合

邦政府大量增加對華文學校津貼。51
 

 《方吳報告書》認為，華文學校教科書應與英、巫、印等其他源流學校的教

科書問題一起討論。52馬來亞各源流教科書的內涵與方法應可一體適用，英、巫、

華、印各源流校的教科書，只是語言使用的不同，而不是內容的不同，而不可依

英、巫、華、印各種源流而準備四套不同的教科書，53因此，方、吳建議制定一

套以馬來亞為中心、適用於各語言源流的學校的課本，因為華文學校應是馬來亞

教育中的一環。54
  

 

肆、對《方吳報告書》的迴響 

 《方吳報告書》公佈後，引起馬來亞華社的高度重視，《南洋商報》在社論

中表示對報告書看法的支持，認為華文教育報告書內容詳實，對馬來亞的華文教

育有正確的評述，建議政府提高對華文學校的經費津貼、編寫新的教科書、提高

學生的英文程度，都是正確的看法，確信華文教育存在的價值，認為馬來亞如沒

有華族的教育、華族的文化，將是一種不可想像的悲劇。55《星洲日報》一方面

支持報告書建議提高對華文學校增加津貼的看法，但另方面也指出，《方吳報告

書》未明顯提及馬來亞華族以往以自身去維護一個龐大的教育體系的事實。56

 全馬各地華文學校組織基本上對《方吳報告書》表示支持的看法，例如，丁

加奴華校教師公會召開理事會，通過支持《方吳報告書》，57吉隆坡華校教師公

會對《方吳報告書》提出相當詳盡的評論。雖然歡迎方、吳建議增加一倍津貼，

但指出華文學校一般地設備不足，教師待遇菲薄，即使政府依建議增加一倍的津

貼仍是不夠，因與英、巫各校所得到的津貼相比，仍屬不合理。教師會引用《方

吳報告書》，應將政治與教育分開的看法，指責報告書一方面提出馬來亞是個族

群混雜、文化多元的地方，一個馬來亞並不是現實的情況，但另一方面，報告書

又認為馬來亞人民的目的在建立一個獨立的馬來亞國家，教師會因而認為方、吳

兩位的看法已超出「教育」範圍，教師會進一步認為，既然在馬來亞各族群間之

差異以及文化分岐已是馬來亞地區人民的生活方式，不應用外力將幾種不同的文

化形塑成一種文化，報告書就不應提到將來馬來亞的新教育政策在建立一個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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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文化一事，教師會也反對在小學加授巫文，認為這種作法將增加學童負擔，但

如將來需要，可在初中階段設為選修課程。教師會贊成華校教科書須重新編寫的

看法，但建議課本內容應以中國文化為重點，再加上當地人、事、物。58
   

 面對聯合邦即將制定的教育法令，1951 年 8 月時，全馬華文學校教師會代

表大會發表宣言，呼籲聯合邦政府給予華校「有力扶掖」，因為「華人對馬來亞

的熱愛不後於任何民族，我們盡了義務就該享有應享的權利。」為了充實華文學

校師資，宣言也要求政府「便利華校教師入境。」59
 華教支持者擔心在馬來亞

的華文教育在新的國家建構中消失，華族傳統文化及語言因而失傳，華校教師遂

籌組教師總會，馬來亞華校教師總會於 1951 年 12月 25日正式成立，「負起謀求

同仁福利，發揚中華文化，特別是爭取華文教育以至華裔國民在馬來亞平等地位

的重任。」60
 

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指派自 1951年 3月擔任提學司的威菲（L. D. Whitfield），

在中央教育委員會檢討與調合《巴恩報告書》與《方吳報告書》對馬來亞的教育

的不同觀點，提出建議。這份基本上採用《巴恩報告書》觀點，通稱為《威菲報

告書》（The Whitfield Report）的檢討報告於 1951 年 9月呈交立法議會。61《威菲

報告書》雖表示不相信《方吳報告書》第三章第 23 項中有關族群的方言學校不

會消失的看法，但在小學階段，依據《方吳報告書》所擬的教育原則，在一、二

年級時，學童將接受母語作為教學媒介語的教育，並在母語外，可學習英語，只

有少數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學校兼授馬來語。三年級以上的華族及印度泰米爾

學生可繼續且以母語為教學媒介語。62《威菲報告書》也認為《方吳報告書》中

需修訂教科書的建議是必須接受的。63
 馬來亞聯合邦立法議會在中央教育諮

詢委員會提出綜合《巴恩報告書》與《方吳報告書》的《威菲報告書》後，於

1951年 9月 20日成立一個由律政司荷根（M. J. Hogan）為首，包括教育部長都

萊星甘、內政部長拿督翁等人的委員會，草擬一份教育法令。64
1952 年 10 月，

聯合邦政府正式發表了《荷根報告書》，《荷根報告書》認為聯合邦教育的主要目

的有三項：（1）盡力栽培個人去獲得最好的知識、技能與品格；（2）鼓勵各族群

在馬來亞這個混雜的社會得到該得的地位；（3）協助一個統一公民實體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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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一個包括所有族群的馬來亞的形成。65《荷根報告書》在調查現行的小學

教育時，發現巫、華、印族兒童分別進入巫、華、印文的學校，只有英文學校容

納各族兒童，巫、華、印各類學校分別以巫、華、印語為教學媒介語。至於中學

部份，只有華文中學及英文中學兩種，華校是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的 6 年制中

學，而英校是 5年制，英校課程以通過劍橋文憑（Cambridge School Certificate）

為目標。66
  

 《荷根報告書》認為國民學校的教學媒介語，究竟採用英語或巫語，須由當

地居地決定，除現有官立的英語及巫語學校可自然轉變為以英語或巫語的國民學

校外，也認為可鼓勵現已接受政府津貼的英、華、印文學校逐漸成為容納各族群、

接受政府全部津貼的國民學校，以官方語文之一授課，至於另一官方語言以及

華、印語亦可兼授。67馬來亞聯合邦立法議會依據該報告書於 1952 年 11 月 21

日三讀通過《1952 年教育法令》，教育法令宣稱聯合邦的教育目標，在為境內

所有學童建立一套以英語文及巫語文兩種官方語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教育體

系，俾使所有學童均在以馬來亞為核心的國民學校一起就讀，同時可在華、印學

童的家長要求下，提供足夠的設施去教授華語及印度泰米爾語。68依法令規定，

對華語及泰米爾語的開設需有 15 位以上學童家長要求始能開設。69依《一九五

二年教育法令》規定，共有兩類國民學校：（a）以馬來語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

的學校，與（b）以英語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學校。在以馬來語文為主要教學

語的國民學校，將全階段（從一年級開始）教授英語，華語及泰米爾語在學童家

長要求下亦可全階段開設。在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國民學校，馬來語將自

3 年級開始教授，在所有國民學校，華語及泰米爾語除非有 15 位學童家長的要

求，可以不開設。70
 

 

伍、《方吳報告書》的貢獻 

吳德耀博士已逝世多年，方、吳在調查開始前，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曾公開宣

布，方、吳的使命在如何將當地的華文教育融入以英、巫為官方語文的教育體系

中，方、吳面臨的不僅是其權限的約束，大部份殖民地官員對華文教育的敵視，

也因殖民政府對其使命的公開宣告而帶來當地華社對其的懷疑，吳德耀雖曾在馬

來亞度過童年並接受中、小學教育，但此時與方衛廉是以「外國人」的身份前往

馬來亞，而令馬來亞華文教育界揣揣不安的巴恩委員會卻由曾任職英殖民部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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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deration of Malaya,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1952(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1952), Item 9. 
69

 Federation of Malaya,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1952, Item 21, Claus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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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deration of Malaya,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1952, Item 21, Clauses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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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者巴恩領首，成員包括 5位殖民地官員，9位馬來領袖，殖民地官員中有以

後出任提學司的威菲及朋恩（E. M. F. Payne）兩人，71其中威菲在其出任聯合邦

教育部長時發出多讀英語少教華語可避免共黨滲透之語。72
 

但因吳德耀是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主修國際關係，又在馬來亞受過中、

小學教育，在中國南京的金陵大學完成學士學位，而方衛廉教授更曾任教金陵大

學多年，他們固然明白近代歐洲興起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73也對中華文化有

所瞭解，因而可明白指出當時馬來亞並無一個所謂的馬來亞文化或馬來亞國族，

而欲在此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地區形塑一個馬來亞國族，去建構一個類似近代

歐洲的國族國家(nation-state)的馬來亞國是不切實際的。《方吳報告書》不但一再

提醒當局不要用強制力去創造一個「馬來亞化」，更明白指出「馬來亞文化」形

成的內涵及過程，必須經由自然的過程、讓居住於馬來亞的各族群的文化，經由

自然的過程融合而成，《方吳報告書》也強調華族語言文化之美，在馬來亞文化

的形成過程中，中華文化它們必將為其重要成份。 

《方吳報告書》的看法給馬來亞華族為其本身語言、文化的存在與發展提供

有力的理論基礎，他們的看法似乎也令原欲以馬來化或英、巫化等於馬來亞化的

英殖民地政府不敢輕易明白的排除中華文化及印度文化於馬來亞化，因而給予馬

來亞華族有堅持中華文化必須為馬來亞化重要成份的空間。雖然英殖民地政府仍

強調英、巫雙語的重要，但至少放棄以急速手段實行「去中國化」的教育措施，

對華文教育相當敵視的英籍提學司威菲，在其《威菲報告書》中，強調教育的重

要目的在培養馬來人的知能及獲得應有的地位，及政府設立與津貼的學校，可為

馬來亞各族群學童的學校。威菲雖否定方、吳有關華族母語教育不會在馬來亞消

失的看法，也藉力使力以方、吳有華族子弟可修讀華、英、巫三種語文的願望與

能力，而建議華族學童一、二年級時，除母語外就可兼授英語，但威菲不敢直接

提出消滅華族語言與文化的看法，威菲只能提出當國民學校能提供比各族方言學

校更好的教育時，各族群自己的方言學校會消失，政府在國民學校不足的情形下

才會繼續津貼各族群的方言學校的看法。這種看法在 60 多年後己是昨天黃花，

《方吳報告書》的理念卻成為金玉良言。 

對馬來亞華族，《方吳報告書》勸告他們，既然定居於馬來亞，便應以馬來

亞為家鄉，在政治上效忠馬來亞，以馬來亞為其政治認同的目標，因而建議華文

學校教科書的內容應多加有關馬來亞當地的人、事、物，《方吳報告書》中對「馬

來亞化」的評述顯然提供，至少反映出當時馬來亞華族為其母族文化在形塑「馬

來亞化」時的爭辯基調。由於馬來亞聯合邦政府對「馬來亞化的意義」並未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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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巴恩委員會的名單見《巴恩報告書》首頁。威菲於 1951 年 3 月起擔任提學司，19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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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許多學者及一般民眾稱 nationalism為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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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華教人士在編訂華文學校教科書時，基本上持支持的態度。74馬來亞華社

自認華族為馬來亞社會的主要成員，在馬來亞的貢獻良多，馬來亞化的內涵中，

中華文化必是組成成分的一部份。75《南洋商報》在 1952 年 4 月的一篇社論中

就明白指出，如果在編華文教科書時，馬來亞化的教育政策犧牲華族母語教育的

獨特精神時，就表示聯合邦政府違背對扶助華校發展的承諾。76《星洲日報》在

1951年 12月 22日社論中就指出，「巫化」或「英、巫化」並不等於馬來亞化，

華族的語言文化傳統並不會與馬來亞化主張衝突，中華文化必須是馬來亞化的重

要部分。77《方吳報告書》所宣示的理念，似已成為華文教育支持者的主要論述。  

《方吳報告書》提出馬來亞華族子弟為本身的生存與發展需有學習華、英、

巫三種語文的準備，這種面對客觀環境的正面思考，雖不為當時的華教支持者所

認同，吉隆坡華校教師公會認為在小學加授巫文會增加學童負擔，不符合學習原

理，教師會甚至認為在初中階段巫文也不可列為必修課。方、吳提出華文學校在

小學階段就讓學童學習巫文的構想，不但為《威菲報告書》所接受，在以後的教

育法案中，似乎都發揮了鉅大的影響，即使對華文教育發展非常不利的「一九五

二年教育法案」，在強調馬來亞聯合邦國民教育的目標在建立以英/巫語超族群的

教育體系時，仍表明可提供學習華語的設施。78時至今日，華文教育雖受排擠但

仍為馬來西亞教育體系中重要的一環，2011 年時，全馬共有華文小學 1,291 間，

開設 19,357 班，共有學生 597,036人，79
 1999 年時，全馬華文小學學生 609,673

人中，尚有非華裔學生 65,000 人，80今日不但華文小學被納入政府津貼範圍，

中學部份的國民型中學也仍有華文課程，60 間獨立中學受到的協助雖小，卻仍

可立案註冊，2009 年這些獨立中學共有學生 60,490 人。81今天馬來西亞 3 間華

族的民辦學院，也是標榜華、英雙語甚至華、英、巫三語並重，這些現象似乎印

印證了《方吳報告書》對華文教育生存與發展建議的正確。 

此外，由於《方吳報告書》以數字明確指出馬來亞政府對華文教育津貼的不

足，華文學校的經費有 90%由華社自行籌募，華族藉由納稅所出的教育費負擔了

其他語文學校大部份的經費，而華族子弟在這些學校的學生中只佔了 15%，因而

建議大量提高對華文學校的津貼。1951 年 及 1952 年馬來亞聯合邦政府對各源

流學校增加津貼，對華文源流學校的津貼大幅增加。82可見《方吳報告書》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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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馬來亞華族母語教育的生存與發展以及華族文化傳承保存貢獻頗大。 

陸、結語 

吳德耀與其師方衛廉應邀前往馬來亞對華文教育作調查時，適值這個英國殖

民地因馬共的武裝叛亂、中國大陸共產政權的建立，以及韓戰的爆發，導致英殖

民地政府對馬來亞華文教育產生猜忌之際，《方吳報告書》不但對當時英殖民地

政府及馬來菁英欲以英化、巫化、或英/巫化為「馬來亞化」基礎的政策提出質

疑與警告，《方吳報告書》同時也建議華族在保留其母語教育及文化傳統時，必

須勇敢面對客觀環境，重新編寫適合當地的教科書，加強對當地語文的學習，在

政治上認同所居住的馬來亞，《方吳報告書》的建議，實為今日馬來西亞華族，

甚至其他海外華族，在保留其本族語言、文化上提供一條可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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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華僑政策與台灣國際宣傳 

Dr. Sun Yat-Sen's Overseas Chinese Affair Policy and Taiwan's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陳偉之 

（玄奘大學廣播與電視新聞學系副教授） 

  

摘要 

  我國僑務委員會為了加強海外僑民資訊服務，早於民國 89 年(2000 年)3 月

即已成立《台灣宏觀電視》，透過衛星將臺灣地區各家電視台節目向世界各地傳

播。但是，自從民國 96 年起該台由我國《公共廣播電視集團》接手經營後，僑

務委員會對其成效不滿意；因此，最近(民國 101 年)希望能夠經由成立「台灣宏

觀國際頻道」取而代之，從而提升國際文化宣傳功能。  

    我國僑務委員會原是根據中山先先生提倡服務海外僑民主張而設置，在世界

各國政府組織之中可謂獨具特色。該會順應全球媒體的發展與資訊時代的來臨，

所成立的《台灣宏觀電視》，近年來反而成為台灣地區朝野各界倚重的國際文化

宣傳的平台。只是，國際文化宣傳工作牽涉層面甚廣，交由僑務委員會執行是否

合宜? 

    本研究自回顧並詮釋中山先生華僑政策之時代意涵，評估該會建立「台灣宏

觀國際頻道」的可行性。獲得的結論是，迄今台海兩岸對峙情勢依舊，為了爭取

海外華人支持兩岸和平競爭，繼而影響國際友人共同協助台灣進行各項政經建

設，仍是值得國人努力的途徑。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國台灣地區的國際文化宣傳

工作，交由僑務委員會執行，實無不可。前提是，我國朝野政治人物必須凝聚當

前華僑政策共識，給予僑務委員會各項資源，方能圓滿達成任務。 

關鍵詞：華僑政策、國際文化宣傳、台灣宏觀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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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offering overseas Chinese information,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 

R.O.C. has run“Taiwan Macro view TV”since March 2000，with international 

satellite channel to broadcast all over the world. But it is unsatifaction at its content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R.O.C., because of Taiwan Public TV Group 

took over running “Taiwan Macro view TV”after 2007。Therefore,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 R.O.C. planned to establish “ Taiwan International 

Channel”instead.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R.O.C. is unique i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hat was originally founded by the police of Dr.Sun Yat-sen to emphasize 

serving overseas Chinese. “Taiwan Macro view TV” has been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ropaganda plantation in recent years. But there is an argument 

if it is fitable to entrust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R.O.C. to carry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ropaganda? 

This essay is from review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police of 

Dr.Sun Yat-sen to evaluate whether to establish“Taiwan International Channel”or not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R.O.C.? Obtaining conclusion is that it 

should be a better struggle approach to fight for overseas Chinese to support both 

sides of Taiwan Strait to compete peace in nowadays situation which is still 

confrontation. Furthermore, it could fight for international friends to support each 

construction of Taiwan. 

For these reasons,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 R.O.C.affording the 

duty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ropaganda is better, pre-condition is necessarily to find 

the common ground in overseas Chinese police by political persons, meanwhile 

giving it sufficient sources to carry mission.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Policy,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ropaganda, Taiwan  

Macroview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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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前國際社會各主要國家均十分重視文化宣傳工作，紛紛加碼投注人力與資

源，企圖搶占國際話語權，以增加其國際影響力。我國行政院新聞局有鑒於台灣

缺乏國際奧援，曾於民國 96 年(2007 年)8 月 8 日，由時任新聞局局長謝志偉宣

示，政府準備拿出二、三十億元，仿效阿拉伯卡達「半島電視台」1規劃成立「台

灣國際頻道」，經由英語和華語為台灣向國際傳播第一手資訊；經營形式則為非

官方性質，預計八個月到一年籌設成立。然而，這項宣示其後一直未見進展。 

    其實，早在民國 89 年(2000 年)3 月，我國僑委會為了提升海外華人資訊服

務，已經成立《台灣宏觀電視》，透過衛星向全球各地播映台灣各家電視新聞及

其他節目。由於《台灣宏觀電視》是當前我國政府唯一對外之國際傳播電視媒體，

從而不免因應政策指示，執行我國對外政策宣傳之任務，藉以增進海外僑民及國

際友人對於台灣地區最新政經發展之瞭解與認識；從而也成為我國台灣地區朝野

倚重的對外宣傳機構。 

   基於以上背景，我國僑務委員會於民國 101 年(2012 年)5 月研擬了「建立台

灣宏觀國際頻道向國際發聲」的中程計畫2。該項中程計畫指出，國際社會競爭

態勢日益激烈，我國政府亟應設法經由各種媒體通路向國際發聲，而台灣《公共

廣播電視集團》接手經營《台灣宏觀電視》之後，似乎只以成立海外服務頻道自

許，未能同步考量如何提升國際文化宣傳效果，鑑於「衛星頻道在國內，宏觀是 

獨一無二」的事實，僑務委員會建議應由《台灣宏觀電視》承擔「台灣國際頻道」

的任務，並經由充份結合海內外藝文人士之力量，協助此一國際頻道帶動台灣文

化、政治、體育周邊產業發展，落實國際化目標。 

    根據僑務委員會研擬的建立「台灣宏觀國際頻道」中程計畫的內容，近程作

法是以招標方式委託國內電視業者成立「國際中文台」及「國際英文台」運作。

其中「國際中文台」將在《台灣宏觀電視》既有的基礎上，增加自製節目比例，

並修訂「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第 14 條規定，排除《台灣宏觀電視》之

適用，以利僑務委員會自主經營；至於「國際英文台」的建立，則將另行規劃籌

辦，但以著重台灣觀點為主，結合重要議題製播新聞節目，進行國際文化宣傳工

作。 

    另依該計畫長程作法，則是制定「台灣國際頻道設置條例」，由中央政府每

年編列預算出資成立財團法人經營。這個財團法人由行政院、國家安全會議層級

                                                      
1
 半島電視台位於阿拉伯半島卡達(酋長)國，網站：www.aljazeera.net 

2 僑務委員會(2012)。《102 年至 105 年度社會發展中程計畫--建立「台灣宏觀國際頻道」向國際

發聲》，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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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指導委員會，作為指導機關。經費估算是：初期開台所需設備建置費用是新

台幣 2.7 億元、頻道製播推廣費用是新台幣 10.61 億元，合計新台幣 13.31 億元；

開台後每年頻道製播推廣費用為新台幣 10.61 億元。這項「建立台灣宏觀國際頻

道向國際發聲」的中程計畫，預計自 2012年至 2015年間完成。 

    本研究對於這項中程計畫研擬的背景的瞭解是，僑務委員會對於《台灣宏觀

電視》於民國 96 年納入「公共廣播電視集團」經營後，該台所播出內容或經營

策略，只具間接指導功能，相當不滿；因而有意再次經由提出建立「台灣宏觀國

際頻道」計畫，重新主導《台灣宏觀電視》經營。 

    然而，以服務僑民為宗旨的僑務委員會，要如何承擔我國台灣地區的國際宣

傳任務? 以及當其承擔起這項國際宣傳任務之後，「台灣宏觀國際頻道」又應根

據什麼執行相關部會的國際宣傳事項呢? 這些疑慮都有待釐清，以免引起外界對

於僑務委員會權責的物議? 這些問題構成了本研究的動機。 

至於本研究之目的，則是希望透過回顧中山先生有關僑務政策的主張，並詮

釋其時代意涵，因應當前台海情勢，尋求達成我國僑務委員會計劃「建立台灣

宏觀國際頻道向國際發聲」中程計畫的政策共識。此外，研究者自民國 97年 10

月起至 101年 12月曾多次前往東南亞華人聚居的主要都匯，觀察他們收視跨國

華語電視頻道的情形，這些城市包括曼谷、吉隆坡、亞庇、古晉、雅加達、泗

水、棉蘭、馬尼拉、金邊，希望能對台灣經營國際頻道提供建議。 

 

貳、凝聚我國華僑政策共識 

    僑務委員會計劃建立「台灣宏觀國際頻道」強化向國際發聲的草案，其實有

很強的動機，是與中共近卅年來積極推動國際文化宣傳工作，已經明顯影響海外

華人對台海情勢的認知有關。然而，我國台灣地區的國際文化宣傳工作，由於牽

涉層面甚廣，並非僑務委員會能夠獨自進行；因此，有關我國台灣地區的國際宣

傳工作，是否交由僑務委員會計劃成立的「台灣宏觀國際頻道」執行，尚有待中

央政府依據國內外情勢，凝聚朝野共識做成決策。 

    站在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立場，特別是台海兩岸迄今仍處於政治對峙、經濟 

      競爭的狀態，研究者認為我國應該有自己的國際文化宣傳作為，積極爭取海外華 

      人支持，以免造成此消彼漲的失衡局勢。因此，當僑務委員會有意建立「台灣宏 

觀國際頻道」，爭取海外華人支持，再經由他們轉而向國際有人表達台灣的美、

台灣的好，藉以強化我國台灣地區國際文化宣傳效果，本研究認為國人當應認真

思考其對策。 

    問題是，如果這項任務是鎖定在中共國際文化宣傳對於海外華人的影響，僑

務委員會成立「台灣宏觀國際頻道」，或許還交代的過去。然而，很明顯的這項

任務還涉及我國其他相關部會的國際文化宣傳工作，如果只交由僑務委員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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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恐怕會產生權責不符的爭議。因為國際文化宣傳工作各國原本就有專屬機構

執行，我國台灣地區在行政院組織改造之前，是由行政院新聞局負責，自民國

101年元旦起，行政院新聞局已經裁撤，這項工作是否就理所當然交給僑務委員

會來執行呢? 而當外人問起國際文化宣傳工作怎麼交由負責僑務的機構執行

時，又該如何答覆? 這些問題在得不到釐清之前，即使「台灣宏觀國際頻道」得

以成立，全球各地也都能收到其發聲，只怕僑務委員會將會陷入「名不正、言不

順」的困境。 

    假設僑務委員會計劃成立「台灣宏觀國際頻道」的目標，是希望我國台灣地

區能有一個跟得上國際傳播科技發展的媒體，提供一個管道向國際友人傳遞訊

息，如此一來，確實有著超越其權責的疑慮。因而這個計畫在尋求行政院及立法

院支持之際，必然得面對其權責範圍的質疑。雖然這些年來該會所屬的《台灣宏

觀電視》早已成為台灣地區唯一對外的國際文化宣傳電視頻道，但是若要僑務委

員會自圓其說? 仍將是一項高難度的挑戰。 

    基於上述的分析，本研究認為要克服這項挑戰，可自凝聚我國今日所處情境

之下的華僑政策著手。例如當確認「透過海外華人讓世界看到台灣」是我國當前

的華僑政策主軸，則交由僑務委員會建立「台灣宏觀國際頻道」，而執行向國際

發聲的任務，應可避免政策上的爭議。反之，如果僑務委員會執行項國際發聲的

任務得不到政策上的認同，連帶建立「台灣宏觀國際頻道」的計畫也將會難以實

現。 

    在僑務委員會計劃建立「台灣宏觀國際頻道」的草案中，提及「海外僑胞是

我國拓展國際空間、促進國際經貿交流的重要力量…，海外僑務工作必須配合國

內外情勢，與時俱進……而僑務委員會建議將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新

聞資訊即時傳播，納入建立的台灣宏觀國際頻道計畫之中，正是冀望落實為台灣

向國際發聲的具體作為。」本研究認為這項觀點十分吻合當前台灣處境，從而建

議僑務委員會不妨自這個觀點勸進朝野政治人物，凝聚我國台灣地區現階段的華

僑政策，藉以推動我國台灣地區國際文化宣傳工作。 

    環顧當前台灣媒體生態，僑務委員會所屬的《台灣宏觀電視》，透過衛星轉

播向全球各地播出台灣地區各項資訊，不但確實是我國政府唯一對外的國際電視

頻道，而且十分符合當前全球媒體發展趨勢。研究者近年來在東南亞各國觀察華

人社會之際，發現當地已有有線電視媒體將中國大陸《中央電視台》、香港《鳳

凰衛視》及台灣的《台灣宏觀電視》等三個頻道依序並排，提供熟悉華語的人士

收看。然而，由於長年以來受限經費不足，《台灣宏觀電視》內容顯得貧乏，顯

得未能充分發揮功能。因此，本研究贊成僑務委員會構思經由建立「台灣宏觀國

際頻道」，強化製播內容，增強為台灣向國際發聲的計畫。 

    其實，僑務委員會業經舉例指出，卡達《半島電視台》、英國《BBC 廣播網》、

美國《CNN 新聞網》都已成為國際極具話語權與影響力的媒體，我國台灣地區

理當朝向設置類似的國際媒體，積極向國際發聲。不過，研究者這裏必須指出，

那些全球媒體的服務對象均未強調是各國的僑民，而且是透過英語發音訴求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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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我國僑務委員會成立「台灣宏觀國際頻道」之後，能不能不以服務華僑為

主要對象，而逕以英語播出訴求全球觀眾呢? 如果真是這樣做，恐怕會有人質疑

為什麼交由僑務委員會執行，而不是其他機關或媒體機構? 相似的，如果說成立

後的「台灣宏觀國際頻道」兩者可以兼具，形同大陸《中央電視台》分屬兩個頻

道，各以華語、英語播出新聞及其他節目；果真如此，我國僑務委員會執掌的權

責可能也需進行調整。 

僑務委員會在該計畫中指出，自從 2005 年韓國《阿里郎電視》在巴西電視頻道

中播出後，已有效平衡了長期以來日本文化在巴西的深厚影響力，也帶動了「韓

流文化」在當地的熱潮；韓國更挾著這股文化傳播的攻勢，自 2008 年起由韓航

開闢聖保羅航線，而日航卻於 2010 年宣佈停飛該航線，顯示韓、日兩國在巴西

的影響力已成消長之趨勢。然而，韓流影劇起到國際文化宣傳的作用，顯然不只

是韓國《阿里郎電視台》一己之努力，而是牽涉到整個國家政策；換言之，除非

僑務委員會計劃成立的「台灣宏觀國際頻道」能夠獲得我國朝野人士的共識，給

予全力支持，很難發揮像是韓國《阿里郎電視台》的功能。 

    惟其如此，由於僑務委員會十分熱衷推動我國台灣地區的國際文化宣傳工

作，而且我國立法委員中也一直有人將《台灣宏觀電視》當成是我國台灣地區的

國際文化宣傳頻道，他們不時建議《台灣宏觀電視》及其網站應加強其功能，例

如要求設法透過《台灣宏觀電視》，將台灣的美、台灣的好介紹給全球海外的華

僑、台商第二代或第三代。僑務委員會因此希望能夠獲得政策支持成立「台灣宏

觀國際頻道」，直接賦予國際文化宣傳權責，並給予充分經費，好讓僑務委員會

徹底做好為台灣向國際發聲的工作。     

    其實，僑務委員會自知真要落實建立「台灣宏觀國際頻道」計畫，不僅需要

得到我國民意機構大多數的立法委員支持，就是在行政院各部會之間也得獲得共

識，才能大刀闊斧進行。僑務委員會因而建議由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或由行政院

成立跨部會組織協調，達成這項任務的交付工作。本研究則建議自凝聚中山先生

華僑政策著手，為台灣向國際發聲找出政策上的理論基礎。 

 

參、全球媒體暨國際頻道發展分析 

  我國台灣地區經貿事業發達、外匯存底名列世界各國前茅。然而，台灣在國

際之間並未享有等量齊觀的話語權。特別是當台海兩岸面臨國際利益衝突之時，

台灣經常需要有效的發聲管道，將自己的立場或觀點傳達出去。然而實際情況

是，以美國為主的強勢西方媒體不斷在世界各地擴充市場，經常忽視發展中國家

的立場，致使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經出現在地文化反彈與逆轉的現象；在這種情況

下，我國台灣地區同樣不能依賴其他國際媒體給予公正客觀的報導。換言之，唯

有自設國際頻道才可能落實向國際發聲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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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學者麥克魯漢(Eric McLuhan)最早看到了電視「全球村」的前景。電

視藉著衛星、網路等傳輸科技，以其所提供的影像、聲音，跨越世界不同民族的

語言溝通障礙，成為「全球村」最耀眼的國際傳播媒體。然而，電視的跨國傳播

顯示的卻是發達國家電視傳播的優勢(汪益譯，1999)。 

    李希光、周慶安(2005)也指出，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電視台，把越

來越多的美國媒體內容直接拿過來在當地有線或衛星電視節目中播出。這種傳播

景象擴展了跨國傳媒的傳播空間，同時衝擊了這些國家對傳媒的政治控制。 

    傅利曼(Friedman, 1994:205-206)則認為跨國公司會運用現代傳播媒介來主

張並強化其對全球經濟與文化的支配性；根據這個觀點，世界已經變成一個由全

球資本主義支配力量所驅動的龐大市場。 

面對第三世界國家強烈反應國際之間的資訊交流，已經對他們形成極其不

公平現象的呼聲，以及南方國家的媒體記者與藝術工作人員不斷抱怨，在北方國

家發行體系的主宰之下，他們無法向自己的人民傳達資訊；迫使聯合國不得不經

由通過諸如「溝通和取得資訊的需求屬於人權一部份」的表述，正式承認這個問

題的存在。 

1970年代，許多國家在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主持的國際團體《麥

克布萊委員會(McBride Commission)》支持之下，主張建立「世界資訊與通訊傳

播新秩序(NWICO)」。這個新秩序主張，為了解決新聞和娛樂由富裕的北方國家，

流向貧窮的南方國家的不平衡現象，必須改善單向流通的情形。然而，這項新秩

序主張卻受到美國媒體遊說團體的大肆攻訐。 

另一項推動更公平的國際媒體政策是「人民通訊傳播憲章 (People’s 

Communication Charter)」，該憲章有18項條款特別強調： 

1.使用權：人民應能公平使用地方與全球的通訊傳播管道。 

2.媒體獨立：對於獨立媒體的發展、記者與編輯的訓練課程，以及協會、報業聯

盟、產業公會的建立，必須提供國際協助。 

3.識讀能力：人民享有取得資訊與技術的權利…，培養閱讀、寫作與說故事的能

力；擁有批判媒體意識、電腦知識以及關於通訊傳播的社會角色之教育。 

4.參與決策：包括有權參與媒體產業結構與政策的公共決策權。 

5.網路空間：人民有權要求使用網路空間。 

6.拒絕傷害：人民有權要求媒體積極遏止煽動仇恨、歧視、暴力和戰爭的報導。 

    這項國際傳播訴求，是希望喚起世人對於傳播媒體或資訊分享的重視。尤其

是，當強勢的國際媒體頻頻以商業利益掛帥，不斷奪取媒體事業較不發達的國家

的人民利益時，問題就顯的更為嚴重，世人當應及早防範(陳芸芸，2004)。 

對此，另類國際媒體領導人物漢姆林克(Cees Hamelink,1995)即曾強調： 

    如果瞭解網際網路的潛力，就能讓我們產生「從讓沒有發言權的人發言的策

略，轉而採取讓人們為自己發言的策略」的想法。 

    再者，現代的交通運輸與傳播工具已經使得各種型態的人類移居行為更為快

速容易，這個情形說明一個現象，數量極為龐大的人居住在其祖國以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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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將會越來越普遍。索威爾(Sowell, 1994：69)即曾指稱，地球上許多地區的工

商業都是由大規模的移民所創造出來的；無論是進入東南亞的中國移民，進入東

非的印度移民，或是進入巴西與阿根廷的德國與印度人都一樣。因此，這些人當

然樂見旅居國外時仍然能夠看到家鄉的電視節目。不過，這個現象也絕不表示跨

國媒體或全球媒體可以取代當地或區域性的媒體。 

    換言之，世人應以多元文化視角看待國際電視傳播，它不應成為帝國文化主

義藉以擴張市場，甚至是消滅其他文化的工具；反之，應以其作為世界各民族、

各文化的對等交流平台，讓彼此都能便利的接受各自喜愛或需求的節目內容。研

究者認為台灣同樣必須抱持類似的態度看待國際電視傳播，而擁有眾多華人的東

南亞各國情況也一樣。基於台灣媒體走出海外、服務海外華人的立場，研究者認

為台灣朝野都應重視並根據全球媒體發展趨勢，探究台灣媒體發展國際媒體的可

行性。 

其實，當代文化的全球化並不排斥文化的多元性，從廿世紀六十到七十年

代盛行一時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在廿一世紀初期已見式微。世人開始意識到全

球媒體的出現，不該只是西方國家的專利；東方國家一樣應該擁有全球媒體，藉

以矯正過去過於西化的情形。有人認為本土媒體支持的是深層的、長久的文化；

反之，全球媒體展現的是表層的、短期的文化，例如時裝、風格和品味，其變化

取決於具體事件的時間、地點和背景。換言之，西方的全球媒體對於東方文化的

詮釋，大概只能是膚淺的介紹，只有發展東方的全球媒體，才能有效展現東方文

化之精隨。 

中國傳播學者聞娛(2007：34~42)建議以區域大眾文化融合本土化與全球化

於一爐，一面深耕並發揚本土文化，另一面吸收並萃取外來文化，使得區域大眾

文化兼具開放性與現代性的豐富內涵。他並認為在文化全球化的時代，守望與擴

散區域大眾文化是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研究者的看法是，中

國大陸發展全球媒體，如果真能依此理想邁進，倒不失可為文化全球化增添光輝

的色彩。因為這時的華文媒體不僅是一個傳播信息的載體，而且也是文化傳播的

重要管道。 

中國傳播學者明安香(2008：151~169)在其所著的《傳媒全球化與中國崛起》

專書中，認為中共應充分整合和利用《中央電視台》、《新華社》及《人民日報》

等主力新聞媒體，遍佈全球的記者和其他豐富的新聞媒介資源，加強對國際新聞

的報導。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必須雇用大量高素質的記者、編輯、主持人和專家

組成團隊，進而才能在突發事件發生時，發出高質量的首發報導和配套的背景材

料、訪談、評論，搶占國際新聞報導和國際與論的制高點。但是，明安香也指出，

顯然中國新聞媒體在這一方面做的還很差，距離美國等知名國際媒體的表現還有

很大的落差。 

媒體報導顯示，近年來，中共當局十分積極打造屬於中國的國際級強勢媒

體，藉以爭取國際話語權。2009年10月8日，「世界媒體峰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舉行，由中國大陸《新華社》與《新聞集團》、《美聯社》、《路透社》、《俄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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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社》、《英國廣播公司》、《時代華納廣播集團》、《谷歌》等八家世界著名的

媒體共同發起。會議是以「合作、應對、共營、發展」為主題，就全球媒體如何

應對數位化與網路技術挑戰與機遇等重大問題展開討論。報導並指出，未來數

年，中共當局計畫投資數十億美元發展媒體和娛樂產業，同時將放鬆行業監督，

藉以打造能與CNN等國際媒體巨擘互爭長短的媒體事業3。 

有鑒於中國大陸各大媒體而今都已急起直追，希望能夠躋身國際強勢媒體行

列，台灣又豈能瞠目其後？本研究認為台灣朝野都應有前瞻性的思維，善用已有

的條件採取積極作為，創造並製播至少適合於大東亞地區或文化得以共同接納的

節目，再逐步開發最大規模的海外市場。 

本研究因而根據以上有關全球媒體發展的學術研究成果，以及觀察今日東南

亞華人在各地收視華語電視節目的情形，提出以下認知： 

1.當國際知名的全球媒體逐漸發展成型或霸占國際視聽市場之後，我國台灣地區

不但將失去對國際發聲的主動話語權，一旦出現誤解或扭曲的報導，想要提供正

確的資訊，恐怕還將遭致阻難。然而，資訊時代的來臨，必然促成全球媒體的擴

張，中國大陸中共當局為了避免遭致西方國家全球媒體的污衊，近年來積極投入

發展全球媒體；我國台灣地區亦應正視這項發展，及早提出對應方案。 

2.全球媒體的出現與擴張，對於電視產業相對落後的國家或地區而言，常常引起

「文化侵略」等等的抱怨。環視我國台灣地區早經充斥西方媒體的影視節目，對

於我國傳統文化與風俗的維繫，不免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也

一樣難以避免，因而不時傳出反彈聲浪。我國台灣地區電視產業發達，如能發展

全球媒體，不但可以據以與西方媒體競爭，而且也可以藉以對外宣揚自己的文化。 

3.海外華人分布世界各地，卻是他國的少數民族。然而，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已昭告世人「每個人都有權力透過任何媒體接受並傳授訊息與思想」，如今世界

各國政府也多已接受這項主張，開放境內少數民族得以接收境外電視頻道節目。

我國政策十分重視維繫僑民或海外華人權益，理應提供充足的資訊服務。 

本研究因而建議我國當局應及早把握機會，一面儘速成立屬於自己的全球媒

體，一面積極與其他國家建立資訊交流平台。特別是當僑務委員會有心透過成立

「台灣宏觀國際頻道」向國際發聲之際，我國當局實有必要認真加以評估。 

 

肆、經營台灣國際頻道芻議 

自從亞衛一號衛星於1990年4月升空，香港《衛星電視(Star TV)》製作了五

個衛星頻道，向亞太地區各國傳送，收視範圍東從日本、西至埃及，北起蒙古、

南到巴布亞紐幾內亞，從此掀開了亞太地區衛星電視的隔空交戰。而《香港衛視》

製播的這五個免費的衛星電視頻道，包括中文台、合家歡、體育、音樂、BBC

                                                      
3
 台北《中國時報》，A17 版，200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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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由於各國觀眾對其提供的電視節目相當歡迎，使得各國電視節目製作不得

不改善品質對抗。 

上述這種衛星電視對本土電視產業的刺激，掀開了亞洲衛星電視商業市場

及其相關衛星設備工業的發展；而且自此以後亞太天空就受到國際衛星媒體的高

度注意。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初期快速發展，也與開放接收國外衛星電視節目有

關，當時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接收的主要衛星電視頻道有兩個，一是日本衛星電視

頻道，一是香港衛星電視頻道。 

日本是於1984年元月發射百合2A(BS-2A)直播衛星，主要目的是改善日本國

內狹長零星地區的收視情形，而台灣地區只要用2.5呎的碟型天線，就可以接收

到該頻承載的節目，包括NHK的綜合、教育節目、新聞、戲劇、音樂和運動節

目。1989年，日本發射CS衛星的超鳥系列，上面有更多的新電影和新聞性節目，

一時之間，日本衛星電視節目成為台灣地區的有線電視系統中的必備頻道。 

香港《衛星電視》公司是於1991年透過亞洲衛星一號，對亞洲各國播出五

個頻道，其中〈衛視中文台〉因為播出受歡迎的港劇而大受歡迎。收視率於1992

年曾高達38%。台灣地區的衛星電視接收技術因此快速的改進，各種衛星設備及

安裝公司興起，奠定了今日台灣衛星電視發展的基礎。 

民國77年(1988年)11月，台灣宣布准許個人持有俗稱「小耳朵」的衛星天線

接收設備，促成了一股大眾收看境外衛星電視的市場。民國81年(1992年)7月，

台灣進一步全面開放民間裝設衛星節目接收器材，包括大、中碟型天線。台灣的

天空從此解禁，而這也符合了聯合國於1948年大會中所一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

言」，承認人民有權利使用「任何一種媒體、跨越國界收集、接收資訊和觀念」

的潮流。 

    由於台灣地區有線電視系統與衛星電視頻道的快速發展，致使原已狹小的市

場再也容不下過多的競爭者，於是掀起了一波向海外發展的風潮。人口眾多與華

人密集的東南亞地區，就成為台商在這一波向海外發展業者的首選地區，國內有

些學者的研究因而指出，東南亞地區廣大的華人市場，今後將是華語衛星電視的

主要海外市場(程予誠，1999)。 

其實，台海兩岸三地對於這個衛星電視市場當時都已注意，而且各自展開

行銷工作。中國大陸《中央電視台》第四頻道所製播的節目，即是針對海外華人

(包括台灣)而設計；而其所製播的節目都經過細心規劃安排，節目內容也顯得較

為精緻；但因政治主導媒體，過於強調意識形態，反而顯得資訊及娛樂價值不高。

香港製作的影視節目則頗具商業賣點，也比較不強調華人傳統文化，而是以製作

技術進步取勝；因此，許多港製影視節目已在東南亞地區獲得好評。 

至於台灣早期的影視作品，例如1970、1980年代出品的電影，曾一度獲得

東南亞華人高度喜愛，但是近年來因為電影事業走下坡，加上未能重視東南亞市

場的研究與掌握，台灣影視作品漸漸在當地失去競爭力。然而，台灣傳播業界擅

長製播具有娛樂及社教性質的傳統華人節目，未來在亞太地區的華人衛星電視節

目市場上，仍應有其關鍵地位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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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觀察是，放眼未來亞太地區的華人市場，政府對於衛星電視節目

的發展，當應採取主導的政策，並以鼓勵業者的方式，聯手開發海外市場。通常

經由國家以政策主導衛星電視發展有幾項好處： 

1. 國家形象宣示：對於節目所能收視的區域的人民而言，有強化及   

   肯定國家的作用。 

2. 加強資訊流通：衛星傳輸速度快、準確性高，涵蓋範圍又大，有 

   利新聞等資訊遍傳世界各個角落。 

3. 擴大經濟市場：從事經濟活動最重要的是要有廣大的市場，衛星  

   波束涵蓋的範圍即可具有市場潛力。 

4. 發展衛星工業：衛星訊號的傳送牽涉地面站、上鏈及下鏈設備、頻道壓

縮等技術，從而帶動相關工業發展。 

5. 促進媒體產業：相關媒體產業如電腦資訊、網路多媒體、有線電視、平

面媒體等，都將因市場擴增而受惠。 

6. 提升節目水準：因為有國外節目競爭，勢必帶動國內節目內容及製作向

上提升。 

7. 增加談判籌碼：境外衛星溢波問題，各國一直無法解決，但因彼此溢波，

也只好抱持相互妥協的立場；因此，有了衛星電視等於增加談判籌碼。 

8. 克服視訊不良：一些收視不良又無有線電視網的地區，衛星電視的出現

可以彌補訊號不佳的缺陷(程予誠，1995：303)。 

至於台灣民間業者多年來在海外闖蕩市場的經驗，更是值得我國政府借重

參考。研究者近年來曾在東南亞各國接觸業者的反應得知，東南亞各國政府對於

外來衛星電視的發展，雖然都不免有著唯恐帶來文化或政治侵略的疑慮，但是仍

持開放立場；只是業者考量避免播出的內容涉及文化或政治的議題，總是小心翼

翼處理，而這項難以捉摸的議題，經常構成業者經營上的顧慮。我國《台灣宏觀

電視》即在這種顧慮之下，經常被海外業者放棄納入系統中播出。 

另外，業者的經驗顯示，不論採用哪種行銷策略都必須重視區域觀眾收視

習慣及興趣，同時更要注意當地相關法令的規定，本研究歸納為下列三項： 

1.節目的語言選擇，越能符合當地語言的節目越能吸引收視觀眾。換言之，

拘泥以華語或英語播出，未必能夠產生效果。 

2.各國衛星電視政策與法令是否允許人民收視衛星電視節目? 是准以直播

衛星方式收視，還是也得以經由有線電視轉播方式收視，都應釐清，以利

採取合法方式經營。 

3.當地衛星電視接收設備的安裝及維修的能力；通常海外各地已具有相當

規模的有線電視系統，是比較有利開發衛星電視市場的。 

基本上，僑務委員會研擬的「台灣宏國國際頻道」中程計畫，我國政府可以

視其為由政府部門主導的衛星電視事業發展藍圖；而其帶來的多方外部效益，對

於台灣地區民間業者開發海外市場將可帶來實質幫助。事實上，在本研究蒐集有

關東南亞各國發展衛星電視資料中，發現各國政府無不冀望透過發展衛星電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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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促進國家文化統一、經濟發展。特別是部分國家基於幅員遼闊、交通不便，

希望藉著發展衛星通訊，解決訊息傳遞困 難的問題；從而亞太地區衛星電視廣

播網的發展，不論是主動或被動，遲早都將趨於繁榮；換言之，我國台灣地區如

能越早參與，將越能獲得發展國際頻道的機會。 

伍、結論 

  今日不但是個「資訊時代」，也是個講究「文化宣傳」的時代，先進國家紛紛

發展國際衛星電視頻道，舉凡英國、美國、德國、法國都是如此，日本、韓國急

起直追；台海兩岸也不甘示弱，只是台灣地區先發、中國大陸後來居上，卻由香

港獨占鰲頭。然而，西方全球媒體發展來勢洶洶，台海兩岸則仍在競爭之中，中

華民國台灣地區實不容忽視建立國際頻道的重要性。 

    遺憾的是，我國行政院新聞局於民國 101 年元旦裁撤後，國際宣傳工作迄今

不知由哪個機關承接；僑務委員會有意在《台灣宏觀電視》基礎上承擔國際文化

宣傳任務，然而據知建立「台灣宏觀國際頻道」計畫剛剛出爐，就已遭到「緩議」

的擱置處分，原因是牽涉層面太廣。 

   中山先生生前為了號召華僑參與國家建設，曾建議成立「宏大報館鼓吹」，以

之對應台灣地區當前情勢，當應支持建立「國際頻道宣傳」，為台灣地區爭取國際

話語權。今日政府當局若推說成立臺灣國際頻道是因為「牽涉太廣」而停擺，其

實意味的是「沒有共識」，本研究建議朝野政治人物當應經由凝聚我國華僑政策共

識，及早確立台灣建立國際頻道的政策基礎，好讓台灣的聲音得以在國際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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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僑務機關之新聞傳播機制及其成效之研究 

Research on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Effectiveness 

of Cross-Strait Overseas Chinese Expatriate Affair Agencies 

李曉玲 

（台師大政研所博士生）  

摘要 

  對外關係上，國防、外交、僑務政策與兩岸關係為我國國家安全四大支柱，

尤其近年來中國大陸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不斷拉攏海外華人，使兩岸在海外僑務

工作呈現激烈競爭狀態。中共新任總書記習近平上臺後要想實現其所謂的「中國

夢」，必然透過積極的僑務政策進行拉攏，而我國自從總統馬英九上任後，兩岸

關係出現和緩，甚至推動外交「休兵」，皆牽動海外僑務外在環境變化，因此必

須以更宏觀的角度審視當前中國大陸的僑務政策，密切注意其變化並審慎以對。

本研究係以深入訪談法及檔案分析法等方式，焦點在於兩岸僑務機關之新聞傳播

機制及其成效之相關研究。 

關鍵詞：傳播機制、僑務委員會、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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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foreign relations, national defense, diplomacy,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policy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the four pillars of our national security.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has  constantly drawn overseas Chinese, and lea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o 

present intense competition i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After the new CPC Central 

Committe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ook office, in order to achieve its so-called 

"China Dream" is bound through proactive policies to draw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Since President Ma Ying-jeou took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thawed, and even to implement “diplomatic truce". Both are 

affect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hanges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Therefore, we 

must present a broader perspective in P.R.C.'s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policy,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and prudently respond. This study is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ile analysis. The focus is on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effectiveness of cross-strait overseas Chinese expatriate affair agencies. 

 

Keywords: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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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共建政前，毛澤東為了動員各地僑胞參加抗戰及海外宣傳工作，傳播南洋

僑胞救亡消息，1939 年成立延安華僑回國服務團駐延安辦事處，從宣傳、組織、

募捐等方面開展華僑工作，1949 年建政後，海外統戰更成為中共領導的愛國統

一戰線工作，投入鉅額預算，即可看出中共對海外宣傳的重視。中共僑務政策自

2006年之後被學者歸類為「多維開展期」，形成盤根錯節的工作體系，與過去「防

獨促統」、「島外作島內工作、僑胞作台胞工作」等單向式策略不同，而是結合政

治、經濟、外交、文教與反獨為一體的僑務內涵，今後為宣傳習近平所謂「中國

夢」，與擴大引資引智政策，其僑務工作之傳播機制必將扮演重要角色。 

根據僑委會統計資料，截至 2012年底，全球海外華人人數為 4136 萬人，掌

握 2兆美金資金，其影響力可見一斑，成為兩岸競逐目標。我國海外僑務傳播工

作係由華僑通訊社負責，雖然國力與國際地位難與中國大陸競爭，但若能有效利

用傳播新科技，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然而要達到此目的，則必須檢視目前我國

的僑務傳播機制內涵、運用及成效，並了解中國大陸的僑務傳播機制與方式，取

人之長，補己之短，方能發揮最佳效能。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範圍 

  （一）研究對象：我國與中國大陸的僑務新聞傳播機制 

  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傳播媒體」為「用以傳送聲音、文字或

畫面等各種訊息的媒介物。包括報紙、雜誌、廣播、電視、電腦、電台、衛星等。」

而「機制」係「泛指社會或自然現象的內在組織和運行的變化規律。」因此，我

國與中國大陸僑務機關針對海外華人所使用以傳送聲音、文字或畫面等各種訊息

的媒介內在組織和運行變化規律，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範圍：自 2006年起 

  中共自 1949年建政後，領導人從毛澤東、鄧小平、胡錦濤到 2012 年上任的

習近平，皆有不同的僑務政策。學者范世平1將中國大陸僑務政策變遷分為「反

蔣拉攏時期」（1949 至 1956）、「發展趨緩時期」（1957至 1965）、「完全停頓時期」

（1966 至 1976）、「迅速發展時期」（1977 至 1988）、「低潮突破時期」（1989 至

1994）、「反獨促統時期」（1995至 2005）、「多維開展時期」（2006年之後）七個

階段，本研究期為我國與中國大陸現行僑務新聞傳播機制進行成效評估，並提出

建議，因此鎖定近幾年之「多維開展時期」，從 2006年起研析。 

  二、研究方法 

                                                      
1
 范世平（2008），〈中國大陸僑務政策變遷與影響之研究〉，《孫學研究》，第四期，頁 16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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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深度訪談 

  根據「僑務委員會華僑通訊社設置要點」2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國內外僑務

新聞採訪攝影、數位即時新聞報導、報刊編輯發行及新聞剪報應用事項，由華僑

通訊社掌理。因此，華僑通訊社係我國負責職司僑務委員會主要對外文宣業務執

行單位，故聯繫 2013 年 3 月到職的現任華僑通訊社社長林季蓉進行深度訪談，

了解國內針對海外華人傳播機制的發展現狀與未來困境，訪談時間為 2013 年 9

月 24日於華僑通訊社社長辦公室內進行。 

  至於中國大陸僑務傳播機制這部分方面，由於短期尚無機會前往大陸進行研

究，因此訪談國內學者范世平教授，他曾發表多篇有關中國大陸僑務政策與工作

體系之學術期刊論文與專書，對中國大陸僑務上有專業深入的研究。訪談日期為

2013年 9月 27日於師大政治研究所范世平教授研究室。 

  （二）檔案分析 

  1、僑委會從民國 95年到 101年預算資料 

  2、全球海外華人分布 

  3、宏觀廣播電視與網路涵蓋範圍及其收視率與點閱率 

 

參、我國與中國大陸之僑務傳播機制 

一、我國僑務傳播機制 

  根據僑委會3資訊，其主要對外文宣業務係由華僑通訊社負責，該社依「僑

務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三條，於民國 30年 4 月 16日設置，並配合行政院政府組

織改造，依僑委會處務規程第十六條，另行訂定「僑務委員會華僑通訊社設置要

點」，旗下宏觀數位媒體4群有下列頻道： 

1、「宏觀電視」 

  2000 年 3 月開播的衛星電視頻道，籌設時，是當時擔任僑委會委員長的焦

仁和，看到中國大陸在國際上打壓台灣生存空間，為強化海外文宣，避免中國壟

斷話語權，因此策畫開設「宏觀衛視」，隔年改名為「宏觀電視」，係當前我國政

府唯一對外的國際傳播電視媒體。「宏觀電視」最初是由台視、中視、華視競標

承辦，自 2007年 1 月起依據「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交由「公視基金會」

                                                      
2
 該設置要點係民國 102 年 03 月 28 日 修正。〈僑務委員會華僑通訊社設置要點〉， 中華民

國僑委會，

http://www.ocac.gov.tw/la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0080&KeyWordHL=%e8%8f%af%e

5%83%91%e9%80%9a%e8%a8%8a&StyleType=1，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5 日。 
3
 〈華僑通訊社簡介〉，中華民國僑委會，2012 年 8 月 29 日，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4604&level=C&no=4604，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2 日。 
4
 同前註。 

http://www.oca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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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節目製播業務。 

  「宏觀電視」服務對象以台灣僑胞與全球華人為主5，根據僑委會華僑通訊

社簡介資料，「宏觀電視」總共在全球租用 6 顆衛星，報導台灣政經社會現況及

多元文化面向，每日首播節目 10-14 小時，重播一次，全天候 24 小時不鎖碼、

不收費方式播送，其中有國語、台語、客語、粵語及英語新聞，每日 14 節，每

節各 30 分鐘。除此之外，2012年規劃製作「海外華人看台灣」系列，提出海外

華人觀點。另外，每年製播約 200支文宣短片，加強文宣效益。 

  2、「宏觀網路電視」 

  由於「宏觀電視」屬衛星電視，必須以衛星碟型天線或有線、無線電視收看，

為服務無法以此觀看的僑胞，2002年 11月建構網路電視，2012年全面更新電視

網頁，並提供 500Kbps 及 300Kbps兩種畫質給僑胞點閱收看。 

  3、「宏觀周報」 

  係我國政府以海外為對象，每週發行之報紙，前身為 1980 年出版的「海光

週報」，1994年更名為「宏觀報」，2000年 3 月再更名為現行之「宏觀周報」。報

導內容包括國內與兩岸三地要聞、僑社動態、僑教、華商經貿等新聞，並增闢飲

食文化、台灣之美等軟性節目，另發行「宏觀周報」電子報，擴大海外文宣效益。 

4、 「僑社新聞網」 

  報導國內外重大僑社新聞，由專人隨時上傳，並定期發送電子報，提供海外

華文媒體參採刊登，提升海外文宣時效，2006 年 4 月完成網站建置，2010 年 1

月新增「宏觀即時新聞網」，2011 年 4 月全新改版並新增「手機版」，提供智慧

型手機使用者隨時掌握全球僑社新聞。 

5、 「宏觀廣播」 

  2010 年 1月設置，委由中央廣播電台每週一至週五播出「僑社新聞」，每周

兩集專題節目，2012 年起新增每月一集粵語專題節目。節目於央廣網站設置專

區，每集節目均與網路同步呈現，即時傳遞政府僑務政策及最新僑訊。 

  二、中國大陸僑務傳播機制 

  根據國務院僑務辦公室6資料顯示，其直屬單位之傳播機構如下： 

  1、「中國新聞（網）社」7
 

  以對外報導為主要新聞業務的中國大陸國家級通訊社，服務對象包括台港澳

同胞、海外華僑華人和與之有聯繫的外國人，是亞洲上網最早的中文媒體，1999

年 1月 1日，開辦「中國新聞網」，並於 2000 年 1月 1日創刊出版「中國新聞周

刊」，出版中、英、日、韓、義五種版本。總社設在北京，目前擁有 2000 餘名員

工，境內外分社 46 個，於北京、紐約、香港設立發稿中心，24小時向世界各地

                                                      
5
 〈關於台灣宏觀電視〉，宏觀電視，http://web.pts.org.tw/macroview/about.htm，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2 日。 
6
 〈直屬單位〉，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http://www.gqb.gov.cn/node2/node3/node22/node26//index.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7 日。 
7
 〈關於我們〉，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common/footer/intro.shtml，瀏覽日期：

2013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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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新聞訊息。 

  2、「華聲報（電子版）社」8
 

  1983 年 1月 2日在北京創刊。剛開始是周刊，3年後改為每周發行 2次，發

行到世界上近 100個國家和地區，1988年發行量為 5萬份。「華聲報」讀者對象

主要是港澳與台灣僑胞、國內歸僑和僑眷。內容主要是宣傳中國大陸僑務和對外

開放政策，以及僑界動態新聞等。1994 年底停辦，改為側重對中國新聞進行深

度報導的月刊「華聲月報」。1997 年 5 月，改為電子版「中國僑網」，是大陸國

內唯一 1家只有網絡媒體的對外新聞宣傳機構。 

  三、中國大陸其他海外傳播機制 

  根據學者陳偉之論述，過去人們慣於看報紙吸收訊息的時代，恐將逐漸被收

看電視新聞所取代，尤其衛星電視出現後，總讓人得以及時收視全球各地的最新

消息，電視已成為人們最常接觸的媒體；其次，國內亦有研究9指出，1992 年中

國大陸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開播，經由衛星傳送全球華人，皆可看見其播送內

容，當時台灣影像並沒有管道可供播出，我國毅然決定開播宏觀電視，足見電視

媒介傳播的力量強大；加上，中國大陸國家主要對外宣傳媒體，係以「中國中央

電視台」為首，其性質和功能也與我國「宏觀電視」較為接近，所以本文亦將央

視列為分析研究對象。 

 

圖一：中國大陸國務院負責海外宣傳之新聞機構位階圖 

  「中國中央電視台」10屬於國家副部級事業單位，位階在國務院國家新聞出

版廣電總局之下，1958 年 5月 1日試播，同年 9月正式播出，英文簡稱 CCTV。

目前共有 45 個頻道，是全世界擁有最多頻道的電視台，其中國際頻道有 8 個，

擁有近 40 萬小時的節目資源，以中文、英語、法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俄

語、葡萄牙語（籌設中）多國語言播出，自製節目比例達 73.9%。截至 2005 年

底，電視台及其直屬單位員工總數上萬人，當年總收入達 124億人民幣（換算新

                                                      
8
 〈中國僑網介紹〉，中國新聞網，2013 年 7 月 30 日，

http://www.chinanews.com/kong/2013/07-30/5102074.shtml。 
9
 陳惠芳（2003），「台灣國際傳播機構整合之初探研究—以中央社、中央廣播電台、宏觀電視為

例」，政大廣電所碩士論文，頁 47。訪談前僑委會參事鄭東興。 
10

 〈中央電視台概況〉，央視網，2009 年 6 月 17 日，

http://big5.cntv.cn/gate/big5/cctvenchiridion.cctv.com/20090617/113152.shtml。 



214 
 

台幣 596.63 億元）11。 

 

肆、兩岸僑務傳播機制之成效 

  依據僑委會公布的統計資料12，截至民國 101 年底，海外華人總數為 4136

萬人，其中分布於亞洲的人數最多，有 3072 萬人，佔 74.3%，再來是美洲 769

萬人，佔 18.6%，接著依序為歐洲 161 萬、大洋洲 107 萬以及非洲 27 萬人；另

外，僑委會亦特別統計海外台灣僑民總數為 180.7萬人，與海外華人分布不同的

是，台僑大多數分布在美洲，有 113.1 萬人，佔台僑總人數 62.6%，其次才是亞

洲 59.3萬人，佔 32.8%，接續為大洋洲 4萬人、歐洲 3.4萬及非洲 1萬人。因此，

依宏觀數位媒體群的服務對象以台灣僑胞與全球華人為主來說，傳播目標係指全

球海外華人。 

  傳播媒介類型上，大陸學者劉濟南13認為，對各國政府而言，國際衛星在宣揚

國策的政治功能上，扮演極為重要角色，並給予不同程度的資金協助或參與，針對

國際人士或海外僑民開播不同語言的節目。1998 年聯合國新聞委員會年會上，網

際網路被正式冠以「第四媒體」的稱號，學者 Tracy Laquey
14亦指出，如今沒有

一種媒體可以如網路般提供數以千萬計的使用者迅速立即的傳播能力。 

  傳播效果方面，國內有論文15引用國外學者16的媒介系統依賴理論研究，以

美國華盛頓附近的居民為對象，製播名為” The Great American Value Test “節目，

在閱聽人可以自然接收媒介內容的情境下，進行傳播研究，結果證實在高度媒介

系統依賴的環境之中，媒介對人們的認知及長期行為會產生顯著的效果，且當個

人依賴關係較強時，媒介對閱聽人所產生的影響也較為顯著。換句話說，媒介必

須讓閱聽人能夠接觸使用才有可能達到效果，因此，若國家傳播機制欲對海外華

人產生影響，第一步就是要能收視或點閱觀看，所以媒介覆蓋率多寡即影響閱聽

人收視比例，亦影響傳播機制的成效。 

  因此，分別從國家衛星電視與網際網路之傳播方式、覆蓋率或點閱率、頻道內

                                                      
11

 以 102 年 9 月 30 日我國台灣銀行公告匯率計算。 
12

 〈海外華人及台僑人數〉，中華民國僑委會，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429&no=9429&level=C，瀏覽日期：102 年 9 月

25 日。其統計表格中說明，「海外華人」係指兩岸三地以外之所有旅居海外的華人（包含第一

代移民及其後代），「海外台灣僑民」係指從台灣（即台澎金馬）移出之僑民及其後代。 
13

 劉濟南（2002），〈國際傳播與國家形象－國際關係中的新視角〉，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頁 39。 
14

 引用資料來自陳惠芳（2003），「台灣國際傳播機構整合之初探研究—以中央社、中央廣播電

台、宏觀電視為例」，政大廣電所碩士論文，頁 9。 
15

 涂志豪（1998），「大學校園電腦網路之媒介依賴性調查研究－以交通大學與政治大學為例」，

交大傳研所碩士論文，頁 5。 
16

 Ball-Rokeach, S. J., Rokeach, M., & Grube, J. W. (1984). The great American values test: 

Influencing behavior and belief through television. New York: Fre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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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來分析其效果： 

  一、衛星電視 

  中國大陸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有能力自製並發射衛星的國家之一，除了自有衛

星外，也與我國一樣，大多以租用衛星的方式傳送播出，閱聽眾必須要有衛星碟

形天線（俗稱小耳朵）的接收器才能收視，此外，我國與中國大陸亦採用與當地

有線及無線電視系統業者合作，以免費授權或是購買頻道方式播出，提高收視。 

  （一）收視涵蓋範圍 

  1、衛星覆蓋率 

  （1）台灣「宏觀電視」 

  目前租用 Galaxy 3C（北美洲）、StarMex 6（中南美洲）、Telstar 12（歐洲、

中亞、非洲北部與南部）、NSS-11（中港台、韓國、越南等大中華區）、JSAT 3A

（日韓中與東南亞等）、AsiaSat 4（澳洲）共 6顆衛星，除了西伯利亞、格陵蘭

島和非洲中部等地區外，收視戶只要裝設 90 公分大的碟型天線即可收看節目。 

 

圖二：宏觀電視全球衛星涵蓋圖17（資料來源：台灣宏觀電視） 

  （2）中國「中央電視台」，根據央視網海外聯絡部博客資料顯示，截至 2010

年 6月共租用 41顆衛星，全球約 98%國家和地區都可接收到。 

                                                      
17
 〈宏觀電視全球衛星涵蓋圖〉，宏觀電視，http://web.pts.org.tw/macroview/about4.htm，瀏覽日

期：2013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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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全球衛星覆蓋圖18
 

  （3）小結 

  從租用衛星數量 6：41，即可看出我國與中國大陸在衛星電視傳播上的覆蓋

率，差距相當懸殊，相對的可收視人口數上也少很多。其次，依據僑委會公布的

海外華人分布數量，有七成以上居住在亞洲，前三名分別在印尼（19.6%）、泰國

（18.2%）、馬來西亞（16.4%）三個國家，加總就超過海外華人總數的一半，從

全球衛星覆蓋圖發現，中國大陸在亞洲的衛星覆蓋區域密度很高，甚至有多個衛

星重複覆蓋，讓收視幾乎無死角，而我國由於租用衛星數量本就較少，所以覆蓋

密度當然不如中國大陸。 

  2、無線、有線電視業者或其他合作媒體簽約數 

  （1）台灣「宏觀電視」 

  僑委會 2007 年度預算總說明19中，簽約合作的無線、有線電視業者共有 33

家，分別是北美 24 家、中南美洲 5 家、亞洲 3 家、大洋洲 1 家，授權下鏈代理

轉播，其中歐洲與非洲並無合作業者，不過 2009 年 6 月，多增加一家且在歐洲

區域的授權上亦有斬獲，至同年 12月底，再增加兩家，總數來到 36 家，其中非

洲也找到合作業者，形成北美 22 家、中南美洲 3 家、亞洲 6 家、大洋洲 2 家、

歐洲 2家及非洲 1家；最近一期資料係截至 2012年底，授權業者家數提高到 46

家，北美 31 家（加拿大 4 家、美國 27 家）、中美洲 2 家（薩爾瓦多和貝里斯各

1家）、亞洲 6家（印尼 3家、韓國、帛琉及日本各 1家）、大洋洲 4 家（紐西蘭

及澳洲各 2家）、歐洲 2家（皆在德國）、非洲 1家（位在史瓦濟蘭）。 

  （2）中國「中央電視台」 

                                                      
18
 〈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全球衛星覆蓋圖〉，央視網海外聯絡部博客網，

http://big5.cntv.cn/gate/big5/blog.cntv.cn/7089247-1187.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3 日。 
19
 〈96 年度〉，中華民國僑委會，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6957&no=6957&level=B，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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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公開資訊係 2010年元月公布的數據20，截至 2007年底，在亞洲、

美洲、歐洲設立的三個中文國際頻道，已經與全球 213家電視媒體合作，總共在

137 個國家和地區「落地21」入戶播出，用戶總數約為 8400 萬戶，其中 CCIV-4

覆蓋境外華語觀眾 1500 多萬戶，CCTV-9在境外入戶達到 4350萬戶。 

  （3）小結 

  由於我國並未對簽約電視業者旗下收視戶數進行統計，因此無法就用戶總數

進行比較，不過從簽約家數發現，我國 46 家，中國大陸 213 家，相差 4 倍多。

因為衛星電視需有衛星碟形天線才能夠接收收視，若無此硬體裝置，則必須藉由

當地無線或有線電視頻道業者提供頻道，透過系統播放提供給收視戶家中電視收

看，所以簽約業者數量，將影響到得以收視之戶數多寡，由此了解，我國「宏觀

電視」在全球華人收視人口上遠低於中國大陸。 

  （二）頻道選擇與人員數量 

  1、台灣「宏觀電視」 

  從 2000 年 3 月開播起，始終維持單一頻道，節目內容以中文為主，中間穿

插國語、台語、客語、粵語及英語新聞，人員配置上，學者陳偉之研究22中提到，

我國宏觀電視沒有海外駐站，也沒有專職記者，只有論件計酬的特約人員 60名。

華僑通訊社社長林季蓉在訪談中也說：「我們宏觀大概是 30多個人，在公共電視

大概是 30多個人。」亦即總人數不超過 70 人。 

  2、中國「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數量有 8個，學者陳偉之23指出，中央電視台除了分別針對亞洲、

歐洲與美洲設立中文國際頻道外，還設有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及阿拉伯

語頻道，最近又準備籌設葡萄牙語頻道。另一方面，「中央電視台」下的海外節

目中心，於 1991 年 9 月特別成立一個「對台節目編輯部」24，主要負責涉及台

灣新聞性節目及各類專題等等，目標觀眾群以台灣僑胞為對象，有研究25指出，

其在播放連續劇、輕鬆娛樂性的節目中，插播大陸消息，擴大文宣攻勢，是中共

僑務統戰策略之一。至於人力方面，19個海外駐站、駐外專職記者 60 名，全電

視台總人數 15,706人。 

  3、小結 

  「宏觀電視」提供的語言選擇以中文與方言為主，外語只有英語，且頻道數

量僅有一個，因此各種語言只能從 24 小時播出時間中分配，例如，使用英語的

                                                      
20
 〈2007 年中央電視台節目海外落地工作回顧〉，中國中央電視台年鑑，2010 年 1 月 19 日，

http://cctvenchiridion.cctv.com/special/C20624/20100119/102832.shtml。 
21
 本地有線電視頻道商對衛星電視接入本地有線電視收取「落地費」，我國亦有稱為「上架費」。 

22
 陳偉之（2013），〈中山華僑政策與台灣國際宣傳之研究〉，出版：前程企業管理有限公司，頁

269。 
23
 同上註。 

24
 〈海外節目中心〉，中國中央電視台年鑑，

http://cctvenchiridion.cctv.com/special/C20624/2008/index.s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4 日。 
25
 饒慶鈴（2005），「海峽兩岸推展僑務政策之比較研究：兼論僑教之比較」，師大政研所博士論

文，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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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人，周一至週四，一整天僅有上午 7 點至 7 點半，以及夜間 10 點至 10

點半，總共 1小時新聞，周五中午 12點至 1 點則多出一小時「Taiwan Outlook」

節目，其餘是重播（周五晚間 5 點至 6 點以及周六凌晨 1 點至 2 點），何況外語

部分僅提供英語。 

  中國「中央電視台」則有五種語言專屬頻道，舉例來說英語國際頻道

（CCTV-9）播出內容26有綜合、文化、體育與財經新聞之外，還有「中國各地」、

「自然科學」、「旅遊指南」、「紀錄片」、「教漢語」等英語播出節目。除了頻道及

語言選擇性較多之外，在人力配置上亦多出我國 200倍以上，自製節目比例相較

比較高。 

  二、網際網路 

  昔日以報紙為主的媒體形式，受到傳播新科技影響，尤其自 1990 年網際網

路發達以來，「網路多媒體」被認為是未來最具影響力的媒體，電視有「網路電

視」，報紙則有「電子報」或「新聞網」，民眾只需有 1台電腦外加網路即可收視。 

  （一）網路電視 

  1、「宏觀網路電視」27
 

  2002 年 11月建置，利用全球廣播網路（Global Broadcasting Network）提供

網路直播（Live）、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VOD）與下載觀看三種收視服

務，網站規劃有「邀您看台灣」、「一週節目」、「新聞頻道」、「新聞雜誌」、「學習

頻道」、「DVD精選輯」、「驚讚寶島」及「隨選廣播」等八大項，從 2002 年開播

迄 2012 年 12 月之統計，共累計超過 1 億 1540 萬人次的收視紀錄、收視來源為

120個國家及地區。 

  網頁上提供的語言選擇，為中文版與英文版兩種，除了網路電視之外，並於

首頁上提供「Facebook 宏觀數位媒體」、「僑見不一樣 Blog」、「宏觀電視 Youtube

頻道」連結，讓網路使用者有更多選擇，其中「僑見不一樣 Blog」有繁體中文、

簡體中文、英文與日本語四種語系選擇。 

  根據 2005與 2007 年宏觀電視收視滿意度調查28指出，使用網際網路收視佔

有 45.8%、2007年 43.7%，兩年數據中表示最不滿意的項目是「節目內容更新速

度慢」與「節目類型不足」，收看率最高為國語新聞（85.8%）。至於點閱觀看人

次29，2013年 1月至 8月平均每月達到 205 萬人次。 

  2、「中國網路電視台30」 

                                                      
26

 〈海外節目中心〉，中國中央電視台年鑑，

http://cctvenchiridion.cctv.com/special/C20624/2008/index.s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5 日。 
27

 〈關於宏觀網路電視〉，宏觀網路電視，http://www.mactv.com.tw/mactv/，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5 日。 
28

 許倩華（2010），「台灣宏觀電視經營策略之研究」，玄奘大學資傳所碩士論文，頁 1、54。研

究者摘錄自 2005、2007 年僑委會委託亞捷數位科技所做的宏觀收視滿意度調查報告。 
29

 2012 年總觀看人數之每月平均上網點閱人次 192 萬人次以上，資料來源為中華民國 103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僑委會預算。 
30

 〈中國網路電視台簡介〉，中國網路電視台，

http://big5.cntv.cn/gate/big5/www.cntv.cn/cntv/01/index.s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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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2 月 28 日正式開播，係央視下轄的網路電視的公共服務平台，有

新聞台、體育台、綜藝台、愛西柚及愛布穀。從 2010 年開始，包括電影、電視

劇、紀錄片、財經、探索、健康、氣象、家居、旅遊、教育、民族、音樂等系列，

覆蓋北美、歐洲、東南亞、中東、非洲等近百個國家及地區的網路用戶。官網中

稱，以「網路電視台」互動直播平台為基礎，中央電視台電視節目成功進入台灣，

充分體現對台宣傳的主動性。 

  首頁即有英語、西班牙語、法語、阿拉伯語、俄語及韓語 6種外語版面，另

提供給 iPad 和手機使用者可以以電子產品觀看，且提供 App 下載「央視新聞」，

直接在手機上收看。2007年國際網站全年頁面訪問量31（PV）總計 215.2 億次，

全年日均頁面訪問量達到 5896萬次，每月平均 17.9億人次。 

  3、小結 

  我國與中國大陸網路電視頁面，首先是語言選擇上差異就很大，我國僅有中

文與英文版本，中國大陸不僅有六種外語，而且中文另提供繁體版，積極擴大收

視群。另外，首頁形式呈現的訊息亦明顯不同，我國頁面看起來較簡單、訊息較

少，因為可供選擇觀看的節目並不多，由於網路電視僅是平台，實質節目還是來

自於「宏觀電視」，而「中國網路電視」節目則源自中央電視台，節目選擇上遠

較我國豐富，且每月觀看人次，我國與中國大陸比例相差懸殊，平均每月為 205

萬：17.3 億，差了 87 倍。 

  雖然如此，林季蓉社長指出：「中國大陸來看宏觀的人其實滿多的，還不少，

所以表示台灣有很多東西對他們來講是有吸引力的。」尤其我國宏觀衛星電視無

法進入中國大陸，不過網路電視部分卻是一個突破，台灣縱然可以開啟「中國網

路電視」頁面，但若要進一步點選電視直播或隨選電視，會出現「對不起，暫時

無法獲取此視頻數據，先看看其他精采的視頻吧。」字樣，點選其他視頻，依舊

無法觀看，因此「中國網路電視」即使聲稱已進入台灣，實際上是無法在網路上

收視的，這一點，「宏觀網路電視」已突破中國大陸網路封鎖，我國略勝一籌。 

  另一方面，Facebook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群網站32，全球活躍用戶數於

2012年 10月突破 10 億人，且在美國的到訪人數於 2010年已超過 google。2010

年 7 月 8 日，中國社科院發表一份報告，指責 Facebook 實爲西方國家顛覆中國

政權的「顛覆工具」，隨後 Facebook 在中國大陸一直被封鎖，當然也不可能設立

Facebook 網路電視的粉絲專頁，而我國「宏觀網路電視」在這方面跟上潮流，

隨時 po 出海外華人的活動報導，動態訊息中還時常有台灣小吃或文化介紹，內

容活潑生動。不過，「中國網路電視」提供手機 App服務，下載「央視新聞」隨

時可使用手機看新聞，而我國則在籌畫中，林季蓉社長表示，2013 年已爭取額

度外預算來建置 App，行政院已經同意，10 月立法院新會期中將進行審議，希

                                                      
31

 〈訪問量統計〉，中國中央電視台年鑑，

http://cctvenchiridion.cctv.com/special/C20624/2008/index.s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6 日。 
32

 〈Facebook〉，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Facebook，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4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6%B9%E5%9B%BD%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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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夠通過。 

  （二）電子報 

  1、「宏觀即時新聞網（僑社新聞網）」 

  最早是「僑社新聞網」於 2006年 4月完成網站建置，2010年新增「宏觀即

時新聞網」，隔年又增「手機版」，智慧型手機使用者下載後，隨時觀看全球僑社

新聞，不過兩者首頁都沒有其他語言版本選項。 

  2、「中國新聞網」 

  旗下有海內外 30 多個分社，且各自成立分支網站，直接在首頁可以點選，

例如北京，點進去就是北京新聞，官網稱係全球互聯網中文新聞資訊最重要的原

創內容供應商，稿件被國內外網路媒體大量轉載。網頁有繁體中文與英文版本，

並提供手機移動版及微博可以互動點閱。 

  3、「華聲電子報（中國僑網）」 

  係中國大陸唯一 1個只有網路媒體的對外新聞宣傳機構，紙本形式的「華聲

報」已走入歷史。提供新聞稿與圖片予海外新聞媒體刊登，宣傳主要對象是海外

華人，內容為華僑華人、中國僑界、留學生活、華人教育以及僑鄉傳真，首頁除

簡體版外，另有繁體版本。 

  4、小結 

  兩岸在電子報部分，似乎都著重於看得懂中文（繁體或簡體）的海外華人，

除了「中國新聞網」多了英文版之外，在語言版本上的選擇並不多；另外，類似

的是，我國「宏觀即時新聞網」提供 App下載，「僑社新聞網」卻沒有，而中國

大陸的「中國新聞網」也有手機移動版，「中國僑網」卻沒有，亦即特別針對僑

胞觀看的電子報只能透過電腦點閱。另外，「中國新聞網」提供的「移動版」，限

制僅能以 UC 瀏覽器、QQ 聊天軟體（類似 MSN 即時通）觀看，而這兩項介面

都是由中國大陸廠商開發，在海外並不如 Andriod 或 App普遍與通用，使用上較

我國不便，然「宏觀新聞網」App內容僅有全球速報、宏觀台灣、僑社新聞、雙

語新聞、閱讀周報五項，點選進去幾乎都是照片和文字，缺乏生動影音，很難吸

引海外華人使用。 

伍、結論 

  一、結論 

  衛星電視方面，學者林若雩33提到，中國大陸早在 1990 年時已利用「亞衛

一號」衛星囊括東南亞華語節目，時間比我國早十年，目前我國在使用衛星數量

上與中國大陸相比，是 6：41，簽約合作上架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數量為 46：213，

皆差距頗大，收視人口數遠不如中國大陸，況且大陸光是衛星覆蓋率就高達

                                                      
33

 林若雩（2001），〈由優勢到競爭：台灣的僑務政策（一九四九-二○○○）〉，《立法院院聞》，第

29 卷第 9 期，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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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而我國得靠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簽約，以彌補無法接收衛星電視的閱聽

眾，例如我國承租之衛星無法涵蓋到紐西蘭，2012 年終於與 2 家有線電視業者

簽約，使當地華人能收看「宏觀電視」。 

  其次，我國僅有 1個頻道，而中國「中央電視台」除亞美歐 3個中文國際頻

道外，還有 5種語言的國際頻道，再加上籌備中的葡萄牙語頻道，共有 9個頻道

可供選擇。第三，人力配置方面，我國才 60 多人、節目自製率 26%
34，中國大

陸 15,706 人，節目自製率 73.9%。因此，在可收視地區與人口數、頻道與節目多

元選擇上，傳播成效皆較我國為佳。 

  網路電視方面，係多媒體平台，節目內容仍由電視台提供，因此中國大陸的

節目選擇當然較多，且觀看次數每月 17 億人次，相較我國 205 萬人次為多，不

過「宏觀網路電視」能進入中國大陸網路上播放，是一大突破，且我國跟上潮流，

在全球最大社群網站 Facebook 提供服務。兩岸在網路電視傳播成效上各有優劣。 

  至於電子報，中國大陸網頁語言版本選擇較多，然而在行動科技上較遲緩，

我國已推出 App下載，可惜內容略顯單調。兩岸在電子報方面亦各有所長。 

  綜上所述，我國僑務新聞傳播機制整體成效上確實不如中國大陸，原因如下： 

  （一）預算縮減與不足 

  林季蓉社長認為，預算縮減是目前面臨到的最大問題，她表示：現在的預算，

可能連三年內（節目）都買不到，大概買到五年左右，像是「光陰的故事」，現

在播的「煙雨江南」就更久了，所以有點可惜，這樣的播出未見符合期待。 

  公共電視總監林樂群35指出，購片經費有限，百分之二十幾的節目是用公共

電視的節目，一年播放時數大概 4千多小時，公共電視就將近佔了 1 千個小時，

這一部分的價格基本上是半買半送。 

表一：95-102年僑委會宏觀數位媒體群預算36       單位：新台幣千元 

   僑委會總預算 宏觀電視 宏觀周報、電子報 宏觀媒體總計 

95年度 1,463,809 212,308 27,380 239,688 

96年度 1,449,764 169,647 51,834 221,481 

97年度 1,346,826 169,647 40,756 210,403 

98年度 1,362,163 169,647 41,364 211,011 

99年度 1,463,796 169,647 40,956 210,603 

100年度 1,539,302 159,665 40,371 200,036 

101年度 1,403,502 135,881 40,165 176,046 

102年度 1,510,015 135,764 36,052 171,816 

  華僑通訊業務預算，大約佔僑委會總預算的 13%，從近幾年預算表觀察，確

                                                      
34

 〈台灣宏觀電視 96 年工作報告〉，立法院國會圖書館部會報告，

http://npl.ly.gov.tw/npl/report/961024/13.pdf，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8 日。 
35

 引用自許倩華（2010），「我國宏觀電視經營策略之研究」，玄奘大學資傳所碩士論文，頁 63。 
36

 〈預算書〉，中華民國僑委會，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6949&no=6949&level=C，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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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縮減趨勢，尤其在 101 年度少了 2399 萬，「宏觀電視」就縮減 2378.4 萬，

降低的幾乎都是電視預算。而「宏觀電視」光是全球衛星訊號傳輸作業與建置費

用，即高達 5867.5 萬，佔了 36.75%，其他還有購買節目、自製節目費用、宣傳

短片、節目音樂著作權費、人事費用等等，以剩餘的 7720.6 萬支付，所以僅能

降低自製節目比例，購買國內各電視台較早期的舊節目，縱然如此，購播節目費

用，每年仍要花掉 2800 萬（佔 17.54%），而衛星租用和購買節目兩項費用就超

過「宏觀電視」一半預算。 

  更何況要與海外有線電視業者簽約播出「宏觀電視」，多數還得付出頻道落

地轉播權利金，例如僑委會曾請南非地區駐外人員了解，當地僑胞較常使用 Multi 

Choice（DSTV 公司），但是業者開出租用頻道費用每年要將近 100 萬美金，僑

委會根本無力支付，只好取消。此外，「宏觀電視」帶有官方性質，有些有線電

視業者礙於「一個中國」政策37，不願意提供頻道播放，例如柬埔寨。 

  相較中國大陸同樣以 2012 年預算38來看，僅廣播電視就有 52.4 億人民幣

（251.22 億新台幣），是我國將近 143 倍。范世平教授表示，因為大陸資源多，

中央電視台背後是中宣部，經費可能還來自外交部、國僑辦甚至統戰部等等，我

國不太可能在這方面與其比較，因此應用最少的資源，做最大的宣傳，還是比較

重要。 

  （二）東南亞國家網路不夠發達 

  收看衛星電視，家中需有衛星碟形天線，而透過海外有線電視頻道播出，必

須給付頻道租用費，兩者皆無法深入中國大陸播放，因此網路是便宜便捷的途

徑，但是卻有個問題，即很多區域的網路基礎建設不若台灣發達，頻寬不足，難

以連線，甚至許多區域還在用數據機撥接方式上網，形成無法穩定連線觀看網路

電視的狀況。林季蓉社長認為，未來若東南亞的數位環境改善，將大幅增加「宏

觀網路電視」收視人次。 

  （三）節目內容不夠豐富與語言介面過少 

  2005 及 2007年「宏觀網路電視」收視滿意度調查，收視者最不滿意的項目

是「節目內容更新速度慢」與「節目類型不足」。曾任職三立、中天等電視台高

階主管，擁有深厚媒體經驗的資深媒體人楊荊蓀，曾在接受論文深度訪談39中

說：內容還是帶動整個市場的主因，因為不夠豐富多元的話，很難吸引閱聽人眼

光，也無法擁有專屬自己的市場。我國自製節目比例偏低，且選擇性較少，雖然

在既有節目內容中，儘量呈現多元面向，但仍礙於預算較低情況下，難以增加豐

富性。 

  其次，中國大陸為了擴大收視群，提供各種語言版本介面，而我國多數仍以

中英文為主，連中文簡體版都沒有，林季蓉社長同意，字體只是一個途徑，就爭

                                                      
37

 陳偉之（2003），〈中山華僑政策與台灣國際宣傳之研究〉，台北：前程企業管理公司，頁 273。 
38

 〈2012 年中央本級支出預算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http://yss.mof.gov.cn/2012zhongyangyusuan/201203/t20120322_637091.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3 日。 
39

 許倩華（2010），「台灣宏觀電視經營策略之研究」，玄奘大學資傳所碩士論文，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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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市場來講，可以提供簡體字版本，增加點閱率，不過因為國內意識形態關係，

還是得尊重其他不同的反對聲音。 

  二、建議 

  師大政研所范世平教授訪談時指出，中國大陸僑務工作在 2006 年「多維開

展時期」之後，因為國家資源越來越多，相較過去「引進來」，現在更強調「走

出去」，運用多角度方式發展對外僑務工作，譬如利用華僑力量影響當地輿論、

媒體與選舉。在中國大陸積極拓展海外華人僑務傳播時，范世平教授認為，我國

不能只偏重過去的老僑，應該爭取大陸新的僑民，讓他們認識與了解台灣，進而

更會站在台灣的立場思考，尤其我國的優勢就是民主自由法治，所謂的軟實力。

在僑務新聞傳播機制上，可努力方向如下： 

  （一）先確立台灣宏觀電視目標族群真正的需求，才能製作出吸引海外華人

的節目，達到有效傳播的目的。 

  目前宏觀數位媒體群，預算建置在僑委會之下，林季蓉社長說明，預算經立

法院同意後撥款，公共電視提出企劃書，僑委會再以合約方式交由公共電視統

籌，而作為國家電視台必須去做宣傳，定位和公共電視不同，因此每一季定期開

會討論，雙方互相尊重，取得平衡。 

  其實，僑委會擁有豐富的與海外華人接觸和交流經驗，較明確知道海外華人

想要的資訊和歸屬感為何，公共電視則是傳媒經驗豐富，以維護媒體專業自主原

則報導與製作節目，立場不同。應先釐清宏觀數位媒體群的定位到底是如美國

CNN 的國際傳播機構，或是傾向傳播台灣，方能確定未來屬性與發展，達到最

佳傳播成效。 

  （二）預算無法大幅擴增，可將「中央通訊社」、「中央廣播電台」與「宏觀

數位媒體」進行資源整合。 

  「中央通訊社」依民國 85年 1月 17日總統公佈之「中央通訊社設置條例」

設立，屬於財團法人，設立目的為辦理國內外新聞報導業務、國家對外新聞通訊

業務，並加強與國際新聞通訊社合作。民國 100年預算總說明40的中提及，國際

政經局勢仍處變動，兩岸交流發展密切，中國大陸為影響國際輿論，編列鉅額預

算發動「大外宣」計畫，中央社做為我國國家通訊社，應努力促進國際對我國的

了解，足見中央社對大陸傳播的重視。100年度預算 6億 1,470萬元。 

  「中央廣播電台」則依據民國 85 年 1 月總統公布之「中央廣播電臺設置條

例」成立，性質同樣是財團法人，主要任務41係對國外地區傳播新聞及資訊，促

進國際人士對我國之正確認知，及加強華僑對祖國之向心力，並對大陸地區傳播

新聞及資訊，增進其對台灣地區之溝通與瞭解。民國 100年預算中提到，提升對

                                                      
40
 〈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 100 年度預算總說明〉，中央通訊社，

http://img1.cna.com.tw/Www/CNA_HTML/open_info/%E2%98%85%E8%B2%A1%E5%9C%98%

E6%B3%95%E4%BA%BA%E4%B8%AD%E5%A4%AE%E9%80%9A%E8%A8%8A%E7%A4%

BE100%E5%B9%B4%E5%BA%A6%E9%A0%90%E7%AE%97%E7%B8%BD%E8%AA%AA%

E6%98%8E.pdf，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8 日。 
41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中華民國 100 年度預算〉，中央廣播電台，

http://www.rti.org.tw/big5/PDF/RtiBoard/2/100paper.pdf，瀏覽日期：2013 年 9 月 28 日。 

http://www.cna.com.tw/CNA_HTML/open_info/★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100年度預算總說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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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及大陸地區宣傳效果，行銷台灣各面向發展成就及成功經驗，以提升台灣的

國際能見度及正面形象，100 年度預算編列 6 億 8,727 萬 7 千元。 

  上述資料顯示，「中央通訊社」、「中央廣播電台」與「宏觀數位媒體」在性

質、任務上非常相近： 

  1、性質同為財團法人 

  「公共電視」屬於財團法人，過去「宏觀數位媒體」隸屬僑委會，2007 年

納入公共電視集團之後，性質亦成為財團法人，與「中央社」、「央廣」相同。 

  2、任務與目的非常接近 

  關於「宏觀電視」介紹中，寫明「向全球觀眾提供台灣多元文化的資訊與娛

樂節目、推介台灣之美與自由民主價值。期望僑胞與全球華人及各國友人，能夠

透過這個頻道，增進對台灣的理解與支持，讓台灣能進一步與國際接軌，發揮台

灣在全球的影響力。」與「中央社」、「央廣」敘明的目的相似。 

  由於三者皆提供網路平台，同樣進行新聞傳播，范世平教授認為，我國經費

這麼少，為什麼有這麼多複雜的組織，「央廣」做海外廣播，「中央社」做新聞處

理，現在又有「宏觀電視」，三個資源分散，應走向整合。 

  「中央社」官網中提及，擁有台灣規模最大的優秀外文新聞、海外專電、外

電編譯團隊；海外布局穩居台灣媒體之首，約 30 據點分布五大洲，每日以中、

英、日、西等語言提供約 1600則的新聞資訊。「央廣」也強調透過 13 種語言，

向全球廣播，傳遞台灣人民崇尚和平、民主、自由及人權等價值具體事蹟。上述

足以彌補「宏觀數位媒體」欠缺海外據點及缺乏多種語言功能的不足。林季蓉社

長也說，「央廣」有各種語言人才，「中央社」海外有很多特派員，每天都在發稿、

寫新聞稿，「宏觀」是電視，這幾個單位應該適時將資源做整合，她強調是個人

意見。 

  另一方面，「宏觀數位媒體」自民國 101 年後預算縮減，若以同一年度三個

單位預算進行加總，「宏觀數位媒體」1億 7604.6 萬、「中央社」6 億 3968.9 萬、

「央廣」6億 5355.7 萬，總計為 14億 6929.2萬，相較於原本與中國大陸廣播電

視相差 143倍（預算換算新台幣 251.22億元）的預算，拉近到只差距 17倍。 

  曾有研究42針對類似議題進行探討，當時訪談時任中央社社長的胡元輝也認

同，整合型平台是好的運作方向，不過功能還是要看未來的管理機制能否發揮效

果。范世平教授也認為，三個單位的預算結合在一起，會比較寬裕，但每個部門

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可能也不願意整合。 

  誠然不易，但在預算不太可能大幅擴增情況下，資源整合進而平台整合是一

種選擇，俾能使我國在僑務新聞傳播上產生更大效能與效果。 

                                                      
42

 陳惠芳（2003），「台灣國際傳播機構整合之初探研究—以中央社、中央廣播電台、宏觀電視

為例」，政大廣電所碩士論文，第五章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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