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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各位委員、各位女士、各位先生： 

大院第八屆第五會期開議，士魁列席外交及國防委員

會報告當前僑務施政，備感榮幸。首先向各位委員先進於

上會期對僑務委員會之支持與指教，致上真摯敬意與謝意。 

    士魁回到僑務委員會服務 7 個多月以來，除為加強跨

部會合作與資源整合，陸續拜會中央各部會交換意見外，

並已分赴北美洲、中美洲、非洲、大洋洲及亞洲地區等 9

個國家 20 個僑區參加僑界活動；期間除代表政府表達對僑

胞之關懷外，並廣泛傾聽各類屬性僑團的建言，對攸關僑

民的權益問題，均責成同仁本著劍及履及的態度，即時解

決並迅速回應，遇有涉及其他政府部門權責的問題，如僑

生政策、回國投資政策，或是涉及「國籍法」、「護照條例」、

「入出國及移民法」等法規之修訂，士魁也積極協調相關

部會共同研商解決；希望透過對僑胞立即的關懷與積極回

應解決，用服務凝聚僑心，促進僑社團結。 

   另方面士魁於參加僑界活動時，透過走動式管理實地瞭

解各地僑教中心服務及運作的情形，也同時拜會我駐外館

處，協調當地僑務工作，發揮僑務行政及資源整合效果。 

    以下，謹就當前海外僑情變化分析、近期重要工作及創

新作為、未來工作方向等，擇要報告，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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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外情勢變化分析 

一、中國大陸勢力逐步進逼 

面對中國大陸挾其國際政經優勢及資源，以彈性作為

有計畫地接近友我僑團，我海外僑務工作情勢愈顯嚴峻。

以 102 年 5 月駐美中華總會館移除我國旗事件之衝擊來

看，中國大陸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裘援平於本（103）年

2 月中旬拜會該會館時，甚至公開肯定並合理化總會館少

數人違章行為，刻意擴大營造不利我政府之僑社氛圍。 

此外，中國大陸積極以各種榮譽職銜或實質利益爭取

我僑界重要人士支持，藉此壯大僑界傾「中」力量；同時

於本年春節期間，國僑辦與中國海外交流協會組派 5 個「文

化中國、四海同春」藝術團，分赴 10 國計 22 個城市進行

慰僑演出；另本年 2 月間巴拿馬中華總會舉辦春宴，中國

大陸廣東僑辦派遣 30 人大型藝文團體專程赴巴演出，藉此

拉攏與該總會之關係，以壓縮我僑務工作推動空間。 

整體而言，中國大陸近年除強化僑務公共外交工作

外，並以團結僑界為號召，激勵海外僑胞為實現民族復興

的「中國夢」而努力，今年並更進一步加大與海外主流社

會交流工作力度，促進海外僑社發展，緊跟我國在僑社經

營、文化傳承及僑商網絡等僑務工作腳步，亦步亦趨藉以

蠶食我長年僑務經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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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僑社變化危機 

在中國大陸強勢僑務策略、其新移民人數遽增及友我

僑社面臨世代傳承困境之影響下，全球各地傳統僑社勢力

版圖已呈現消長現象，目前各類僑社組織內部對我友好態

度或有分歧意見，遇有人事改組即易引發爭議情事，連帶

影響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立場強度。 

海外傳統僑社數十年來堅定支持我國政府，擁護自由

民主，向為支持中華民國之重要精神堡壘，例如最近美國

華府美京中華會館、紐約中華公所及洛杉磯羅省中華會館

等新任主席均於就職典禮上明白表達擁護中華民國的堅定

立場；惟仍有部分友我僑社時有鬆動的傳聞，更是證明中

共對海外僑社之統戰未有間歇，本會亦將加強密切聯繫及

交流互動，促進僑社和諧團結。整體而言，在兩岸僑務資

源高度不對稱及海外僑區大環境變遷下，部分僑社仍呈現

不穩定狀態，傳統友我僑社仍須我政府進一步加強鞏固，

並隨時掌握動態變化即時審慎因應。 

參、近期重要工作及創新作為 

一、僑民聯繫 

（一）全面強化僑民聯繫服務 

僑胞的服務與聯繫，為本會僑民服務的重點，為因應

並降低舊金山中華總會館移旗事件所生衝擊，本會積極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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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溝通聯繫，密切注意各地僑社動態，避免各地區親中國

大陸人士藉移旗事件，串連動搖僑社對我之向心，本會對

於各地堅定支持中華民國之僑團均持續不斷保持聯繫，例

如上年 9 月邀請泰國當地具有傳統僑社指標意義之泰國中

華會館來臺參訪交流，對於維繫泰國僑社安定及穩定對我

向心，均有相當大的助益。 

本會除賡續全面推動僑社聯繫外，另也對以往較為不

足之處積極予以補強，以對金門籍僑胞（金僑）聯繫而言，

金門為僑鄉重鎮，旅外金僑絕大多數認同中華民國，其回

饋故鄉亦不遺餘力。為加強對金僑聯繫，本會與金門縣政

府加強合作，並著手推動「加強對金僑聯繫服務計畫」，內

容包括：促進海內外金僑交流聯繫、適度增聘金門籍僑務

榮譽職人員及加強邀請海外金門籍青年返國研習等具體工

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經由各界共同努力，本會已與銘

傳大學合作於金門地區創辦首期「海外青年技術訓練班」

專案，將僑教活動落實於金門僑鄉，殊為重要的突破。 

（二）推展緬甸及泰北僑務工作 

新興市場的開發，為我政府重要經貿政策，本於政府

一體，僑務作為自當同步發展，配合政府政策，本會已積

極聯繫及輔助緬甸及泰北地區僑團（校、商），包括加強僑

安專案在緬甸的推動、強化緬甸僑生回國升學及規劃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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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緬甸地區僑胞返國參加國慶等，藉以厚植我國在泰緬

之友我力量，一方面回應當地僑胞長期對我國的支持，同

時以僑務網絡資源協助國內廠商在當地投資貿易的推動，

尤其在緬甸臺商團體聯繫方面，本會已於上年底籌組專團

前往實地瞭解，廣泛與當地臺商接觸，爭取服務的機會。 

（三）規劃設置巴黎僑教中心 

本會在全球重要僑區設置 17 個海外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以凝聚海外僑界對我國之向心，建構海外僑界推

動國民外交網絡，但歐洲地區自 96 年 4 月巴黎僑教中心

因租賃場地緣故關閉以來即未再設置，嚴重影響僑務工

作推動。鑒於歐洲地區旅法僑胞逾 46 萬人為全歐之冠且

臺僑有萬餘人，當地僑社迭向政府建議購置中心， 大院

體察僑情，於第 8 屆第 2 會期請本會立即推動巴黎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設置計畫，本會已遵 大院決議，以資源整

合為取向積極推展中心購置相關採購標案，屆時除僑務效

益外，也將同時在教育、文化、經貿及與主流社會聯繫方

面，產出跨部會整合的效益。 

（四）結合民間資源發揮整合力量 

政府力量有限，但僑胞力量無窮，102 年 11 月 8 日菲

律賓遭強颱海燕侵襲，災區傷亡慘重，經本會居間聯繫，

協調菲律賓僑界與國內民間團體「臺灣路竹會」組成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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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醫療小組前往災區義診；另方面協調駐處運用各項資

源及管道與當地僑界取得聯繫外，本會駐菲僑務人員亦旋

即進駐宿霧，發動僑界協助國內賑濟物資及醫療人力迅速

傳輸災區；「臺灣路竹會」醫療團隊一行另於本年 2 月間再

赴海燕風災災區及馬尼拉市貧民區進行義診服務，共提供

3,000 人次服務，展現臺灣人道救援之軟實力，獲得當地

災民及官員由衷感謝，更讓國際媒體爭相報導，具體展現

結合僑力推展臺灣的強大效能。 

二、僑教發展 

（一）強化僑教資源 

布局僑教與重視華文市場，為具有全球戰略意義的重

要施政，為因應全球華語文發展趨勢，本會持續鞏固海外

僑校並創新開發教學資源。在鞏固僑校方面，本會不斷強

化與海外僑校夥伴關係，並透過充實僑校經費及設備、供

應華語文教科書、辦理師資培訓及華語文教師獎勵等，以

協助僑校健全發展；同時，因應數位學習融入教學之發展

趨勢，將數位科技導入傳統課室，活化教學設計，創造豐

富的教學內容與學習成果，擴大僑校招生與競爭潛能，並

建立僑校成為社區華語文教學標竿。在開發教學資源方

面，本會運用「全球華文網」創新導入「雲端技術」加值

數位僑教體系服務，開發數位「微型」教材，於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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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新型態教學模式。 

（二）跨部會支援海外大型文化活動 

為達成跨部會共同推動海外文化工作的目標，本會賡

續成立「跨部會小組」輔導每年 5 月份舉辦之「北美地區

臺灣傳統週」活動，並派遣具臺灣文化特色之表演團隊支

援展演，每年參與人數逾 20 萬人次；本會也持續運用跨部

會機制輔導加拿大溫哥華及多倫多地區之「臺灣文化節」，

該活動自 2001 年起連續多年獲頒「加拿大最佳傑出文化活

動獎」，成為加國各界公認最具代表臺灣文化與特色之活

動。 

（三）薪傳海外文化種子 

為使海外華語文教師具備傳揚傳統民俗文化之技能，

強化我國海外華語文教學市場競爭力，本會自 98 年起創新

辦理「海外民俗文化種子教師培訓班」，累計結訓學員達 3

千人次，並積極投入僑校及主流學校之文化教學，有效增

進我華語文教學之吸引力與競爭力。 

另本會自 100 年起辦理「海外青年文化志工培訓班」，

透過有系統的訓練課程，介紹及傳習臺灣多元文化，促進

華裔青年認同臺灣，並積極輔導學員於訓後投入僑社活

動，成為僑務永續經營之源頭活水。3年來培訓學員計 857

位，並協輔訓後學員成立海外青年文化大使協會（FA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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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組織運作賡續聯結海外僑青，發展海外在地草根友我

新生力量。 

三、僑商輔導 

（一）經營僑商網絡體系 

海外綿密的僑商網絡及僑臺商會組織是我國對外延伸

之無形資產與國力。為提升臺灣招商投資的國際競爭力，

本會賡續導引僑臺商運用臺灣投資環境優勢進行企業全方

位策略布局，並輔以專人專案之模式，協調國內相關部會

排除返臺投資障礙，協助海外僑臺商企業成立臺灣營運據

點；此外，本會亦持續邀請僑商企業主返臺參與重要商展

及與國內企業交流商機，媒促僑臺商企業與國內廠商深化

合作，增益我國產業升級轉型。 

（二）輔導僑商青年及婦女組織發展 

海外僑商青年具有完全融入僑居國政經、文化優勢，

可成為我與主流社會間之聯結管道。為輔助海外僑商青年

瞭解我國最新政經情勢發展，並與國內青商團體交流互

動，本會持續開辦「臺商會菁英班」等各項培訓活動，以

提升海外僑商青年對商會傳承的體認及對臺灣的認同。 

    另為結合導引海外僑商青年力量，本會於 102 年訂有

「海外僑商青年組織發展輔導計畫」，於亞洲及北美洲等

22 個僑區由本會駐外人員協同轄區青商組織共同規劃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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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相關活動，年間共舉辦24場青商活動，參加人數達1,906

人，有效增進新世代僑商青年對僑社事務之參與和支持。 

近年來，海外女性企業家在各行各業表現傑出，並多

能投入當地社區關懷與慈善公益等，對協助拓展我外交空

間及提升臺灣國際形象，均有顯著貢獻。尤其，歷屆獲選

華冠獎、海外臺商磐石獎，以及海外華人創業楷模之女性

企業家均為各行業佼佼者，一向是僑務工作的重要推手，

並積極協贊支持僑社服務工作。本會將進一步規劃加強對

海外僑商婦女之培訓工作，提高商會幹部培訓之女性名

額；同時也將積極規劃辦理相關功能性活動，協助僑商婦

女發揮優勢與專業，增進海外婦女企業家與國內成功企業

家互動聯繫，共同為促進國家經貿發展努力。 

四、僑生輔導 

（一）規劃加值型僑生方案 

為紓解我國人力及人才不足的情形並促進經濟發展，

本會已著手規劃加值型僑生方案。本方案並已納入於行政

院「因應人口結構變遷之政策」專案範圍，並將留學/移民

政策議題，納入擴大僑生來臺就學及留臺工作清單，列為

優先辦理項目。 

本方案為招收東南亞地區初中畢業 16 至 22 歲之華裔

子弟來臺就讀 3 年高職建教僑生專班後再接續升讀 4 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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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院產學合作僑生專班，並建立渠等畢業留用機制，期

吸引東南亞地區華裔子弟選擇來臺升學，除擴大境外生人

數緩解國內生源不足問題外，另亦可補充產業人力。本年

由中山工商及莊敬高職開辦 3 年高職建教專班，預計招收

450 名僑生，未來將逐步推動辦理。 

（二）吸引僑生來臺升學 

為持續推動僑生來臺升學，本會賡續協調教育部等相

關部會檢討放寬相關規定，研議擴大招收僑生創新措施，

另配合政府推動「東南亞工作計畫」並落實行政院「新興

市場人才培育政策」之指示，積極辦理簡化緬生來臺升學

手續及印尼地區來臺升學輔訓班事宜；並於 102 年 9 月及

11 月分別於印尼及緬甸等地舉辦招生宣導說明會，及在印

尼重要僑區舉辦臺灣教育展；期透過建立僑生多元入學管

道及措施，以增進僑界相關人士對國內大學教育現況之瞭

解，鼓勵更多優秀僑生來臺深造。 

此外，為創造友善就學環境及落實照顧僑生，本會積

極提供海外華裔子弟瞭解我國推動僑生政策各項就學詳實

資訊，建置推動整合僑生從就學、在學、畢業至就業及創

業服務等相關資訊之單一入口網頁；另透過辦理相關研習

會使各校僑輔人員瞭解僑生政策及輔導重點，期能經驗傳

承與促進交流，以協助本會提供僑生所需資訊及援助；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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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補助僑生社團舉辦活動，提供校內工讀金、核發傷病醫

療與喪葬急難救助慰問金等各項補助，以落實輔導與照顧

僑生。 

五、文宣行銷 

本會運用積極運用「宏觀數位媒體」平臺，有效行銷

臺灣，包括發掘海外華人各行各業奮鬥成功故事，積極報

導僑社人性光明面，103 年於臺灣宏觀電視及周報規劃製

播「華人光點在全球」專題報導，以臺灣海外移民、成功

華人之奮鬥辛苦歷程及成就為主軸，針對全球僑界領袖進

行訪談，藉此彰顯彼等對僑務工作之貢獻，期能成為海外

華人效法學習之典範。另為記錄華人與僑務或僑界影像，

本會自 98 年起每年舉辦華人金僑獎短片徵選活動，本年度

為加強金僑獎與僑務連結性並提高參與度，特別擴大規劃

以「記憶青春，典藏感動～僑界故事大募集」為主軸，廣

邀海內外華人透過照片及短片，記錄其於世界各地求學、

工作、僑居及創業之故事，並將配合僑務委員會議暨華僑

節活動舉行頒獎，擴大活動效益。 

六、網站優化 

在國際化與資訊化的現今，網站與使用者間不再是單

純的資訊流動與發布，而是社群互動與分享，且本會所服

務對象係海外僑胞，網路是取得僑務資訊最便捷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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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持續提升本會網站效能亦係為重點施政項目之一。 

本會已展開網站改版建置計畫，透過優化版面配置、

強化資料搜尋功能、提升網站資安防護等級、增加網站行

動版及有效整合本會各主題網站資料等，並以 Web2.0 的概

念，提供多項符合趨勢的網站功能，讓使用者可以透過社

群網站進行分享及推薦本會網站資訊，藉由這些機制建構

適合雙方互動之環境，使網站煥然一新。本次全站改版預

計將於 3 月底前正式上線，屆時將讓使用者能夠輕鬆而便

利地享受本會所帶來的知識服務，對於加深僑胞對本會施

政成果及相關政策措施之瞭解將更有助益。 

七、擴大跨部會整合的綜效 

（一）提升僑教能量 

自 102 年起，參與教育部「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

大國八年計畫」，在「全球華文網」既有基礎上，運用實體

僑教通路資源優勢，結合臺灣數位科技及豐富多元文化內

涵，發展全球最大之「華語文雲端教育平臺」，藉以提升整

體僑教體系之學習品質，合力輸出我國優質華語文內容及

相關產業，打開全球華語文教育市場版圖，另並配合教育

部於海外推廣「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及「華語能力檢

測」，協助拓展海外華語文學習及教學之認證基礎。本會藉

由與教育部等相關部會建立更密切之政策交流平臺，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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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合作，強化我對外華語文及僑教政策。 

（二）扎根母語學習 

本會與客家委員會合作辦理海外客語教師培訓，作為

海外母語教學人才扎根之基礎，未來本會將賡續協調相關

部會開辦創新僑教輔導計畫或措施，俾獲多重資源挹注海

外僑教工作，及透過合辦「海外青年客家文化研習營」提

供客籍青年來臺至客家重點地區偏鄉地區國中、小進行英

語教學服務，並規劃擴增海外青年志工回國服務機會，同

時使國內更多偏鄉地區學童受益。 

（三）行銷醫療服務 

衛生福利部刻正全力推動國際醫療觀光的專案推廣，

本會在僑安專案的成功合作基礎上，未來將持續與國內相

關部會合作，將臺灣優質醫療技術及合理價格，透過華人

社群人脈，行銷世界，以開拓臺灣國際優質醫療服務之市

場為目標。另為鼓勵有意願之僑界醫師返鄉服務，共同為

臺灣的醫療照護貢獻心力，本會協助衛生福利部宣導「延

攬旅外專科醫師返鄉服務試辦計畫」，除運用本會宏觀媒體

平臺，並請本會各地僑務人員向僑界廣為宣傳，同時彙整

僑界醫師意見，提供該部參考。 

（四）宣揚優質文化 

本會為臺灣書院業務推動核心部會之一，除積極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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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僑界力量推動海外華語文教學及正體字推廣業務外，

本會洛杉磯與休士頓兩僑教中心並騰挪部分空間設置臺灣

書院及附屬漢學書房，且協助文化部營運兩臺灣書院，使

各部會推動臺灣書院業務得以資源整合，並發揮相當成

效。102 年 11 月本會協調文化部遴派該部「2014 年法國坎

城 MIDEM 國際唱片展業務及表演活動」表演團隊「歐開合

唱團」籌組本會 103 年歐洲地區春節訪問團，成功整合部

會資源，並於近日順利完成演出任務。 

肆、未來工作方向 

一、促進各地僑社融和，加強聯繫邀訪互動 

僑胞是國家重要的支持力量，因此本會著力促進僑社

融和，加強僑界聯繫服務，以達致僑團永續壯盛發展；同

時，本會亦將發揮僑胞與國內的聯繫平臺功能，適時溝通

及說明國內政策，同時促進僑胞福祉，並就僑胞權益事項

提供貼心提醒叮嚀，以利落實海外僑界與國內之順暢聯

結，持續鞏固支持中華民國臺灣的厚實力量。 

本會本年除預定辦理北美、亞太、歐非等地區僑社工

作研討會，培植僑社領導人才，促進僑社橫向聯繫外，為

全力鞏固友我僑社支持中華民國之立場，將依平衡區域資

源分配原則，加強辦理北美、歐非中南美及亞太等地區具

指標性僑團首長、僑界領袖組團回國參訪活動，藉由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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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活動暨座談，以溝通僑情，增進對我國內政經文化建

設、僑務工作相關面向之瞭解，並強化與我政府之聯繫互

動，進而發揮在僑界之影響力，厚植友我陣營基礎。 

二、行銷自由經濟示範區，鼓勵參與國家發展 

面對國際間積極為經貿發展而進行合縱連橫的挑

戰，臺灣加入多邊與雙邊區域經濟組織之進程，刻不容緩。

值茲政府積極推動出口、開拓新興市場與穆斯林商機及加

速融入區域經濟組織之際，本會將善用僑商網絡資源，結

合僑臺商力量，在國家重要經濟方案的推動上，發揮輔助

及促進的功能。 

臺灣正不斷營造更開放、友善及具全球競爭力的投資

環境，並積極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並營造我國對外洽簽

國際經貿協定、調整產業結構及促進經濟成長之有利環

境。基此，本會將持續運用僑商網絡，協助宣達自由經濟

示範區相關政策，鼓勵及帶動僑商回臺投資，並透過經貿

交流促進僑商與國內之商務合作，鼓勵僑商帶動各國友我

人士來臺商務考察經濟示範區，促進對我經濟環境之瞭

解，提升投資我國意願。 

三、運用科技及轉型，強化優質華語文品牌 

面對我國海外僑社及僑校結構改變、華人圈勢力崛

起、中國大陸以其外交優勢及龐大資金於全球爭取華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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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導權等內外情勢，我國僑教重點將不只著力於傳統

服務工作，而必須將時局挑戰視為轉型服務的契機。以臺

灣豐沛的民間資源、獨特的文創產業、優質的藝文團隊、

精緻的教材工具、活潑的教學方法及先進的雲端科技等優

勢投入僑教工作，打造不同於中國大陸的華語文教學品

牌，以「量精、質優」的特色進行市場區隔，協輔友我僑

教組織於主流教育體系建立影響力，進而運用僑教通路輸

出臺灣華語文教學產業、提升臺灣國際能見度，開創全民

雙贏新局勢。 

四、協導僑社世代傳承，鼓勵青年投入僑務 

研議規劃協輔各僑團成立青年相關部門，此部門協助

建立華裔青年在僑團中的同質性，進而產生共同的團體目

標，增加彼此的互動，藉此活絡青年僑團。辦理海外專業

青年研習會，鼓勵經營有道之傳統僑團、新興僑團分享經

營方針與經驗，早日達成世代傳承的目標；協助來臺參加

研習活動之華裔青年成立社團組織，或建立網路社群，並

定期追蹤其發展狀況，以利社團持續經營，並培養更多優

秀青年學子投入僑務工作。 

伍、結語 

僑胞分布全球，在各地擁有豐富的資源，倘能重視與

善用連結華人及僑商之資金、技術、人才與網絡，運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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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親緣、地緣和商緣關係，對我國國家發展將有重大助益。

本會作為海外僑胞與中華民國的聯繫窗口與溝通平臺，未

來將積極運用僑界豐沛的華人社群人脈，透過文化、經濟、

慈善、醫療及人道關懷等多元務實作法，作為我國際化政

策推動之助力。 

值茲政府積極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及加入TPP與RCEP

組織的當下，本會亦將加強結合僑臺商的力量，協力參與

國家重要經濟建設發展；並同時服膺政府一體化原則，加

強跨部會及跨縣市政府資源整合，引入海外華人資源，共

籌國家發展。士魁將以行政院江院長所提示之「大膽規

劃」、「堅定執行」、「誠懇溝通」的態度，也同時秉持「服

務感動僑心」、「溝通凝聚共識」及「理念贏得認同」的原

則推展各項僑務工作，誠心回饋海外僑胞對我政府堅定的

支持與認同。 

士魁衷心歡迎 大院及各位委員先進續予本會鞭策與

指導。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批評、指教。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