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僑務委員會103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海外僑胞是中華民國政府重要的支持力量，也是我國力的延伸，在國家邁向進步發展上扮演

重要角色。僑務委員會做為國家僑政專責機關，允應掌握快速變遷之兩岸及國際情勢，以創新導

向政策，強化僑青聯繫服務，協助僑社傳承發展，建構和諧共榮大僑社；整合僑教資源，運用雲

端科技，全面打造數位僑教體系，行銷臺灣優質華語文教學品牌；強化青年文化認同，推展海外

中華文化薪傳扎根；培育華裔優秀人才，鞏固海外僑社永續薪傳；結合全球僑商力量，協助政府

拓展海外市場；整合海內外華文傳媒力量，提升我國際能見度，化僑力為國力，與僑胞攜手打造

臺灣永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本會依據行政院 103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

會狀況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03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強化僑團聯繫，擴增友我力量 
（一）協輔僑團舉辦各項洲際性、區域性、節慶等多元活動，促進海外僑社和諧共榮，協助僑社

永續發展。 

（二）遴邀僑社幹部及華裔專業青年回國參訪研討，培植僑社新生代，爭取華裔青年向心。 

（三）辦理重要僑團負責人接待邀訪，增進海內外交流聯繫，鞏固僑界支持我政府力量。 

（四）結合僑務志工推展僑社服務工作，鼓勵青年僑團投入志工行列，擴大服務層面。 

（五）協助推展臺灣醫療服務國際化，引介海外僑胞瞭解國內優質醫療服務。 

二、健全僑教發展，推動全球華文布局 

（一）掌握華語學習熱潮，引導海外僑校轉型發展。  

（二）運用數位科技優勢，支持海外華文教育。 

（三）推展僑界多元社教活動，傳揚中華文化。 

（四）推展海外華文遠距教育，建構僑胞終身學習網絡。 

三、輔導海外僑臺商事業發展，協助提升我國經濟競爭力 

（一）鼓勵僑商返國參訪，促進海內外商機交流。  

（二）協助僑營事業拓展事業，輔導提升僑臺商經營實力。 

（三）聯繫僑商組織，建構僑商合作網絡。 

四、培育華裔優秀人才 

（一）推動招生宣導工作，鼓勵華裔青年回國就學或參加技術訓練。 

（二）落實在學僑生培育與協助，建立安心就學輔助機制。 

（三）連結畢業留臺校友全球網絡，厚植海外友我力量。 

（四）積極拓展華裔青年多元活動，擴增海內外青年交流。 

五、運用多元傳播媒介，宣傳政府施政及報導海外僑情 

（一）運用「臺灣宏觀電視」之衛星與網路傳播管道，積極宣傳政府施政作為。 

（二）發行「宏觀周報」及維運「宏觀即時新聞網」，提供國內新聞訊息及海外僑情。 

六、拓展知識僑務，提升服務效能 

（一）增加僑務知識管理系統知識物件使用成效，拓展專業化知識僑務。  

（二）充實及更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設施，提升服務品質及效能。 

（三）辦理設置巴黎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計畫，擴增海外僑務服務據點。  

七、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跨機關目標) 

建置單一入口網頁，提供完整便捷之服務，吸引更多僑生來臺就學。 

八、充分發揮華僑會館功能 

（一）宣導及推廣華僑會館各項設施及服務，協助會館提升營運績效 

（二）活化華僑會館資產，提升設施使用效能。 

九、強化語文與專業，提升整體人力素質 

（一）逐年訂定本會年度訓練進修計畫，推動本會人員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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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選送本會同仁參加年度教育訓練，培訓優秀駐外人力。 

（三）強化同仁外語能力，厚植業務溝通能力。 

（四）辦理選送本會人員參加赴國外進修外語，提高外國語文及對外工作能力。 

（五）辦理新進人員講習及派外人員講習，強化服務品質及行政效能。  

（六）持續推動組織學習，深化機關願景管理。 

十、提升研發量能 

為推動業務創新，提升行政效能，預定 103 年度行政及政策類研究經費占年度預算比例 0.318

％ 。 

十一、落實政府內部控制機制 

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提升政府施政效能。 

十二、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一）節約政府支出，提升資產管理效能，有效合理分配資源。 

（二）中程歲出概算在規定範圍內編列策略目標與施政目標高度配合。 

十三、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 

（一）落實員額合理管理，預算員額維持零成長。 

（二）落實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訓，達到行政院規定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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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 協導僑團舉辦多元活

動，促進僑社和諧及拓

展國際交流 

1 統計

數據

僑團舉辦各項洲際性、

區域性等多元活動之參

加總人次 

103萬人次 一 強 化 僑 團 聯

繫，擴增友我

力量 

2 結合僑務志工，擴大服

務層面 

1 統計

數據

海外僑務志工參與僑社

服務工作總人次 

50,000人次 

1 掌握全球華語學習熱

潮，引導海外僑校轉型

發展，運用數位科技支

持海外華文教育 

1 統計

數據

海外僑校師資培訓班暨

華文網路種子師資培訓

班參訓人員滿意度 

86% 二 健 全 僑 教 發

展，推動全球

華文布局 

2 推展僑界多元社教活

動，傳揚中華文化 

1 統計

數據

本項包含下述項目之年

度目標值達成率及所設

定權重所計算之綜合性

指標。計算方式：達成

率=Σ【（各項目達成值

÷各項目目標值）×各項

目權重】×100%：1.參與

活動滿意度：103 年度目

標值為 80%，權重為 70

%。2.活動參與人次：103

年度目標值為 210 萬人

次，權重為30%。 

90.5% 

1 配合政府經濟發展政

策，輔導暨邀請相關產

業之僑營企業或僑界專

業人士返國觀摩洽談，

並安排與國內企業交流

商機。 

1 統計

數據

海外僑商回國觀摩洽談

暨商機交流，及僑商學

習成果的滿意度。 

87% 三 輔導海外僑臺

商事業發展，

協助提升我國

經濟競爭力 

2 結合國內產官學界資

源，輔導提升僑臺商經

營實力 

1 統計

數據

本項包含下述項目之年

度目標值達成率及所設

定權重所計算之綜合性

指標。計算方式：達成

率=Σ【（各項目達成值

÷各項目目標值）×各項

目權重】×100%：1.培訓

僑商返國研習、海外經

貿巡迴講座及輔導各類

商會活動等參加人次：1

03 年度目標值為 16000

人次，權重為60％。2.研

習活動滿意度：103 年度

目標值為 80％，權重為

40％。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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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 鼓勵華裔青年來臺技術

訓練及研習，厚植僑社

友我力量 

1 統計

數據

來臺接受技術訓練及研

習人數 

3,528人 四 培育華裔優秀

人才 

2 在學與畢業僑生聯繫與

輔導 

1 統計

數據

本項包含下述項目之年

度目標值達成率及所設

定權重所計算之綜合性

指標。計算方式：達成

率=Σ【（各項目達成值

÷各項目目標值）×各項

目權重】×100%：1.年度

活動場次：103 年度目標

值為 230 場次，權重為 6

0％。2.提問問題解決

率：（解決問題數÷提問

問題總數），權重為 40

％。提問問題總數以實

際狀況列計。 

85％ 

1 擴大宣傳政府機關施政

績效 

1 統計

數據

本項包含下述項目之年

度目標值達成率及所設

定權重所計算之綜合性

指標。計算方式：達成

率=Σ【（各項目達成值

÷各項目目標值）×各項

目權重】×100%：1.宏觀

電視播放中央部會及各

縣市政府文宣短片檔

次：103 年度目標值為 4,

500檔次，權重為60％。

2.宏觀網路電視年度月平

均瀏覽人次：103 年度目

標值為 180 萬人次，權

重為40％。 

85％ 五 運用多元傳播

媒介，宣傳政

府施政及報導

海外僑情 

2 運用行動應用軟體報導

海外僑情 

1 統計

數據

宏觀即時新聞網 APP 平

均每月開啟次數 

5,000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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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 提升僑務知識管理系統

知識物件使用成效 

1 統計

數據

本項包含下述項目之年

度目標值達成率及所設

定權重所計算之綜合性

指標。計算方式：達成

率=Σ【（各項目達成值

÷各項目目標值）×各項

目權重】×100%：1.僑務

知識管理系統知識物件

點擊率：103 年度目標值

為 22,000 次，權重為 40

％。2.僑務知識管理系統

知識物件之上傳及下載

紀錄：103 年度目標值為

12,000 次，權重為 60

％。 

90% 六 拓 展 知 識 僑

務，提升服務

效能 

2 提升海外服務據點效

能，提供多元優質服務 

1 統計

數據

僑教中心等服務據點場

地使用總人次 

826,000人次

七 推廣政府服務

流程改造(跨機

關目標) 

1 擴大吸引海外僑生來臺

就學 

1 統計

數據

本學年度來臺就學人數

成長率＝【（本學年度

人數－上學年度人數）÷

上學年度人數】×100％ 

12％ 

1 推廣華僑會館設施以舉

辦各種活動 

1 統計

數據

會館營業金額（稅前） 7,676萬元 八 充分發揮華僑

會館功能 

2 活化華僑會館資產，有

效利用相關設施 

1 統計

數據

會館設施使用率 37% 

九 強化語文與專

業，提升整體

人力素質 

1 通過相關英(外)語檢定人

數百分比 

1 統計

數據

通過英（外）語檢定

（相當全民英檢初級）

人數達本會人員百分比 

55%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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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一 提升研發量能 1 行政及政策研究經費比

率 

1 統計

數據

（年度行政及政策類研

究經費÷年度預算）×100

％ 

0.318% 

1 辦理內部稽核次數 1 統計

數據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當年

度辦理年度稽核與專案

稽核次數 

1次 二 落實政府內部

控制機制 

2 增（修）訂完成內部控

制制度項數 

1 統計

數據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完成

檢討改善內部控制缺

失，包括就監察院彈

劾、糾正（舉）案件、

審計部重要審核意見、

機關內部控制制度自行

評估與內部稽核結果及

外界關注事項等，涉及

內部控制缺失部分，已

加強落實執行內部控制

制度或納入內部控制制

度設計，並依業務重要

性及風險性，於當年度

增（修）訂完成內部控

制制度作業項目數 

2項 

1 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

行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

＋資本門應付未付數＋

資本門賸餘數）÷（資本

門預算數） ×100％（以

上各數均含本年度原預

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

度保留數） 

90% 三 提 升 資 產 效

益，妥適配置

政府資源 

2 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內編報概算數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

報數－本年度中程歲出

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

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

列數】×100％ 

5% 

四 提升人力資源

素質與管理效

能 

1 機關年度預算員額增減

率 

1 統計

數據

【（次年度－本年度預

算員額數）÷本年度預算

員額】×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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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2 推動終身學習 1 統計

數據

當年度各主管機關（含

所屬機關）自行辦理或

薦送參加其他機關辦理 1

日以上之中高階公務人

員培訓發展性質班別之

中高階公務人員參訓人

數達該主管機關（含所

屬機關）之中高階公務

人員總人數40﹪以上。 

1（符號）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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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僑務委員會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加強僑社聯繫

及輔助舉辦多

元活動 

一、加強聯繫僑團負責人、輔助召開各項聯誼性活動暨年會，增

進僑社團結與向心。 

二、輔助海外各地僑社配合國慶及時令節慶、重要紀念日舉辦多

元活動，鼓勵僑團辦理各項與當地主流社會交流活動，擴增友我

力量，提升我國際能見度，並輔助青年僑團組織，強化華裔青年

聯繫機制，協助僑社永續發展。 

三、安排本會正副首長出席僑社重要活動及舉辦座談，以表達對

僑社之重視，增進雙向溝通。 

四、輔助各地僑團重要會所充實軟硬體設備，協助僑團永續發

展。 

舉辦僑社工作

研討會及邀訪

活動 

一、遴邀僑社幹部及華裔專業青年回國參訪研討，培植僑社新生

代，爭取華裔青年向心。 

二、接待返國參訪之重要僑團，安排拜會活動暨座談，以溝通僑

情，增加對國內及僑務施政之瞭解。 

僑民及僑團聯

繫服務與接待 

落實僑務工作

增進溝通服務 

一、在海外派有專職僑務工作人員之據點，結合僑界資源，推動

僑務志工服務工作，並鼓勵青年志工參與，協助僑社傳承及發

展。 

二、輔助歸僑團體舉辦各項活動及聯繫服務事項，建立歸僑與政

府聯結機制，增加與政府互動交流。 

華僑文教中心

服務工作 

提升海外服務

效能，提供多

元優質服務 

一、充實及更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設施，提供僑社辦理各項聯

誼、會議、研討、藝文、教育文化、慈善公益等活動，提升服務

品質及效能，以嘉惠僑眾。 

二、辦理設置巴黎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計畫，擴增海外僑務服務據

點，提升服務效能。 

僑校發展與輔

助 

掌握全球華語

學習熱潮，引

導海外僑校轉

型發展 

一、辦理實體及數位培訓課程，提升華語文師資教學專業知能及

僑校校長、主任等校務經營者管理能力，使僑校逐步轉型為社區

華語文教學中心，以擴大對外華語文教學市場。  

二、派遣僑教替代役、國內青年志工、大學院校華語文系所學生

及整合民間資源支援海外僑校教學工作，以充實僑校教學內涵、

支援僑教前線，提升我華語文教學競爭力。 

三、因應華語文教育主流化，積極輔助各地僑校以優質教學實績

與成效，爭取參與當地國華語文教育發展計畫或與主流學校合作

開設華語文課程，將我優質華語文向主流教育體系推廣。 

四、輔助具潛力僑校成為「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加強僑校教

師數位教學動能，具體提升海外華語文教學品質與競爭力；推展

僑教雲計畫，以數位科技加值服務僑教體系。 

五、鼓勵海外僑校自行組團來臺與國內各級學校或民間文化團體

合作辦理華語文或文化研習活動，擴大海內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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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運用數位科技

優勢，支持海

外華文教育 

一、配合國家對外華語文輸出政策，整合臺灣優質華語文教學之

豐富資源、技術與軟硬體成就，提供僑校及國際友人科技化與便

捷化之華語文學習環境，進而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 

二、在本會「全球華文網」既有基礎上，結合國內產官學界資源

及運用網路科技，優化網站系統及提升內容質量，打造友善、便

捷之華語文數位教學網站。 

三、持續輔導海外「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及僑校辦理數位教師

培訓課程以及各類數位推廣活動，發展新型態華語文數位教學模

式，鼓勵爭取與主流社會合作機會，促進多元文化交流。 

四、因應雲端科技進步以及行動通訊科技發達，以「微學習」之

思維調整本會教材傳遞型態，提供行動化與雲端教學服務。 

 

推展海外華文

遠距教育，建

構僑胞終身學

習網絡 

一、以中華函授學校基礎，發展遠距僑教體系，藉由華語文及技

職教育課程開設，透過函授及網路，提供海外僑胞學習華語文、

中華文史藝術及華語文教學等專業技能的機會。 

二、賡續引進學分授予機制，辦理短、中、長期遠距師資培訓課

程，提供海外華文教師提升教學知能的管道。 

三、順應海外僑教需求及華語文教育趨勢，賡續新編課程，充實

遠距教學內容。 

四、擴大辦理函校網路課程隨選隨上服務，並發展行動學習服

務，及強化遠距線上教學機制，以提供海外僑胞更友善、便捷遠

距學習資源。 

五、發行「函校通訊」及「中華函授學校電子報」，宣傳函校發

展現況，並作為函校師生分享交流的園地。 

華僑文化社教

活動 

推展僑界多元

社教活動，傳

揚中華文化促

進交流 

一、結合當地主流社會重要節慶，規劃推展中華傳統及臺灣多元

文化、藝文及體育活動，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爭取僑胞認同。 

二、賡續籌組文化訪問團並鼓勵國內文化團體，於重要節慶赴海

外巡演，凝聚僑心，提高國際能見度。  

三、辦理文化教師海外巡迴教學，推廣臺灣與中華民俗技藝及優

質文化。  

四、辦理舉辦海外華裔青少年夏（冬）令營活動，推展多元社教

活動。  

五、辦理文化種子教師及青年文化志工培訓活動，加強文化推廣

並豐富中文教學課程內容。 

六、贈送本會僑教中心、僑團（校）及相關圖書館等國內報紙或

優良刊物等。 

僑民經濟業務 輔助華僑經濟

事業發展、鼓

勵回國商機交

流 

一、配合拓展新興暨穆斯林市場計畫及政府產業發展，邀請僑商

回國考察商機與國內產業交流，舉辦研討、座談及商機洽談會等

活動，帶動僑商與國內產業之交流。 

二、編撰華僑經濟年鑑，蒐集華人經貿活動、僑居地經濟概況等

資料，研訂華僑經濟發展策略。 

三、建置數位化僑商服務網絡，強化僑商遠距學習及聯繫機制。 

四、輔導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擴大服務功能，輔導僑營事業融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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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培訓僑商經貿

人才協助僑營

企業發展  

一、辦理僑商企業管理、經營策略及創新發展等管理類專業研習

活動。 

二、辦理僑商烘焙、烹飪、臺灣美食等實作類專業研習活動。 

三、辦理海外僑營事業巡迴輔導諮商，實地協助僑商企業提升經

營管理能力。 

四、推動「僑營餐館經營實力提升計畫」及「僑營臺灣美食標章

授予及推廣」協助海外業者提升經營實力及行銷臺灣美食。 

 

聯繫海外僑商

組織並協助推

展業務 

一、強化海外僑臺商團體聯繫服務，輔導辦理世界性或洲際性活

動。 

二、邀訪僑臺商組團回國參訪及考察。 

三、辦理僑臺商團體幹部、青年菁英及僑商婦女培訓活動。 

四、輔助僑臺商團體舉辦年會等會務活動及商品展等經貿活動。 

五、輔導舉辦優秀僑商選拔及相關經貿活動，提升僑商形象。 

鼓勵海外僑生

回國升學 

一、辦理海外各地僑生申請來臺升學僑生資格審查作業，包括就

讀研究所、大學校院、五專職校、中等學校及馬來西亞春季班

等。 

二、協同教育部、海外聯招會等單位前往海外重點僑區舉辦招生

說明會，宣導國內僑生招收現況，鼓勵僑生回國升學。 

三、協助教育部及海外聯招會辦理亞洲地區僑生回國升讀大學及

五專職校之學科測驗工作。 

在學僑生輔導

與照顧 

一、分區舉辦北中南東共四區僑生春季活動。 

二、輔助學校辦理僑生春節祭祖暨師生聯歡餐會活動。 

三、舉辦全國僑生社團幹部研習會活動。 

四、輔導僑生社團辦理活動及發行刊物。 

五、舉辦僑輔工作人員交流平臺活動與會議。 

回國升學僑生

服務 

連結畢業留臺

校友全球網絡 

一、規劃辦理僑生就業博覽會。 

二、辦理大專院校應屆畢業僑生歡送等相關事宜。 

三、輔助全球各地校友會舉辦各種節慶、文藝、年會慶祝活動。 

四、邀請海外留臺同學會重要幹部返國訪問活動。 

培訓海外專業

技術青年人才 

加強培育海外華裔青年，輔助回國學習生產技能，促進華社經濟

發展，賡續辦理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第 33 期訓練及輔導工作，並

規劃第34期海青班招生宣導相關工作。  

海外青年技訓

研習 

輔導海外青年

來臺研習及團

隊活動 

一、賡續辦理多樣主題性華裔青年研習參訪活動，包括臺灣觀摩

團、語文研習班等，提供華裔青年學習華語文、認識中華民國臺

灣和接觸在地文化的機會。 

二、建立海內外華裔青年交流互動機制，協助國內外青年拓展國

際視野，促進國際交流。 

三、擴大辦理服務型華裔青年活動，如英語服務營等，增進海外

華裔青年瞭解、認同中華民國，並藉由英語教學志願服務，協助

國內偏遠或資源缺乏地區學童拓展國際視野，加速與國際接軌。 



 11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維運「宏觀網

路電視」 

一、運用網路科技服務海外僑胞收視宏觀電視節目，本會賡續辦

理維護管理「宏觀網路電視」網站，強化人性化點閱服務功能，

並定期發送電子報、節目快訊及活動訊息，加強與收視戶之聯繫

與服務。  

二、於臉書（Facebook）社群建立「宏觀數位媒體粉絲團」，主動

發送本會最新活動、新聞動態及美食旅遊訊息，並持續辦理相關

行銷活動，以提升「宏觀數位媒體」知名度，增加「宏觀網路電

視」點閱率，擴大僑胞參與及良性互動。 

三、開發宏觀網路電視行動應用軟體（APP），提供「多螢一雲」

影音跨平臺行動裝置（含平板電腦及手機）觀看之格式與收視介

面，且支援 iOS、Android 等作業系統，便捷內容推播服務，提升

整體收視體驗，並擴大整合行銷，以增加收視族群。 

四、建立「宏觀網路電視影音典藏查詢分享雲」數位內容管理系

統，精選宏觀網路電視自製影片，以數位圖資典藏標準，結合最

新社群分享功能，提供全球華人影音典藏分享服務。 

五、提供線上觀看「邀您看臺灣」影片服務，增進海外華人了解

臺灣觀光及臺灣美食。 

華僑新聞資訊

及傳媒服務 

辦理「宏觀電

視影音頻道」

業務 

一、自 96 年 1 月起，「宏觀電視」節目製播業務依據「無線電視

事業公股處理條例」交由「公視基金會」辦理。  

二、委請公視製播「文人政事」、「致富密碼」、「臺灣心動

線」及「Taiwan Outlook」等新聞雜誌型節目，提供國、臺、客、

粵、英語新聞及僑社新聞；並採購國內優質節目服務僑胞。  

三、透過全球衛星傳輸、授權海外電視業者轉播及網際網路服

務，全天候 24 小時以不收費方式，報導臺灣政經社會現況及多元

文化面向，提供海外僑胞及國際友人收視服務。  

四、排播中央政府及縣市政府文宣短（影）片，擴大宣傳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