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務委員會補助國內各大學校院開設僑務課程作業要點」第 3 點第 1 款
111 學年度指定之僑務課程
一、相關規定：「僑務委員會補助國內各大學校院開設僑務課程作業要點」
（一） 第 3 點第 1 款「……優先補助採用本會指定之僑務課程內容，指定之僑
務課程授課大綱由本會於申請期間開始前公告。……」。
（二） 第 5 點第 2 款「申請方式：由申請學校檢具申請表、次學年度（一學期
或一學年）之課程計畫（應含課程主題、教學目標、指定參考書目、預
期成果及各週授課大綱，如採用本會指定之僑務課程，授課大綱須列明
採用時間及採用內容）及授課簡介授權使用同意書函送本會。」。
二、課程簡介：本會 111 學年度指定之僑務課程（以下簡稱指定課程）委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承辦，開設「僑務政策與國家發展」課程，採實體與線上同步授課方式
進行，共計 18 週，各週上課時間、課程主題與內容，以及講座名單請參閱「四、
授課大綱」。
三、指定課程採用方式：可選擇實體課程、線上同步課程或非同步影音課程等 3 種方
式，本會將提供獲補助課程授課教師之聯絡方式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利聯繫。
（一） 實體課程：師生須配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指定之上課時間及地點全程出
席實體課程。
（二） 線上同步課程：師生須配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指定之上課時間及連線方
式全程出席線上課程。
（三） 非同步影音課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將於實體課程結束後 2 週內提供該
課程影音檔連結及登錄密碼。
（四） 指定課程資源為限定授權，僅提供獲本會補助之課程使用，授課教師應
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範，不得擅自外流相關資源。
四、授課大綱：
週
次

日期

指定課程主題與內容

1

講座名單

第一講 僑務政策與國家發展

1

8/6（六）
14:00-17:00

1. 始業式及課程說明
執行團隊介紹本課程之安排、要求及評分方
式，並進行破冰及分組。
2. 僑務與國家發展
介紹僑務涵蓋主要領域，以及其對當前國家
發展、對外關係的意義。
3. 僑務政策的對象
介紹僑務政策的服務對象，說明政策推動的
主要方向及作法。
4. 僑務政策的目標

1.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童振源博士
2. 課程執行團隊教師
1 名（執行團隊由
江柏煒、林昌平、
陳琮淵、莊仁傑四
位老師組成）

說明僑務政策短、中、長期目標，以及政策
落實的衡量指標。

2

8/13（六）
14:00-17:00

第二講 僑務法規與組織
1. 僑務行政的法理法規
介紹我國僑務行政的相關法律、法規及行政
慣例，並輔以實例進行說明。
2. 僑委會的組織與職掌
介紹僑務委員會的組織沿革及相關處室之職
掌，使學生了解僑委會的具體工作流程及日
常運作情況。
3. 僑務涉外組織與各國僑務機構

1. 僑務委員會長官及
相關處室人員
2. 課程執行團隊教師
1名

介紹我國僑務組織（亦包括僑委會之涉外組
織，以及僑委會以外之涉外組織）概況，並
從比較及相互借鑒的角度，探討其他國家僑
務機構的組織及運作模式。

3

8/20（六）
14:00-17:00

第三講 僑務政策的演變與挑戰
1. 僑務政策的沿革與挑戰
介紹我國僑務政策的發展及歷史分析，從歷
史學的角度，分析僑務政策的走向及如何面
對局勢變化下的挑戰。
2. 國籍法與僑民政策剖析
結合相關法律規定及實例說明我國對於僑民
身份的認定方式，分析海外僑民政策如危難
救助、支持文化活動等。
3. 僑臺商政策剖析
介紹我國僑臺商政策的內容及主要施行方
向，結合實際情況，探討可行的策略並提供

2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歷史學系李盈慧教
授
2.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曹淑瑤教授
3. 僑務委員會綜合規
劃處正/副主管

建議。
4. 僑教與僑生政策剖析
分析我國僑教及僑生的主要內容及所面臨的
挑戰，結合實際情況，探討可行的策略並提
供建議。

4

8/27（六）
14:00-17:00

第四講 僑民遷徙與原鄉連結
1. 僑民遷徙的歷史脈絡
從全球史及區域史的角度，介紹僑民遷徙的
情況及模式，從中梳理政策制定的脈絡性背
景。
2. 全球僑民分布與特性

介紹我國僑民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況，提供 2.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鳥瞰式的回顧，並說明主要僑民聚居區的異
研究所研究員鍾淑
同及特性。
敏研究員
3. 海外僑民的原鄉連結
以歷史個案及當前事例介紹海外僑民與原鄉 3. 僑務委員會僑民處
的連結及認同，並分析強化連結、壯大臺灣
正/副主管
之道，為相關政策規劃及推展建構人文基礎。
第五講 國際現勢與各國僑務政策
1. 國際現勢與移民發展
從國際關係及社會學的視角，審視各國移民

5

9/3（六）
14:00-17:00

政策的側重及變化，以資僑務政策的分析與
制訂。
2. 主要僑居地政策概況
介紹東南亞、北美等我國主要僑民聚集地的
相關政策情況，了解僑民實際需求。
3. 局勢變化與僑務應對
探討國際局勢劇烈變化時，僑務組織如何與
相關部會協作進行應對，保障僑民權益。
第六講 海外僑民組織的發展（一）
1. 全球僑民組織概況
介紹世界各地之我國僑民組織的情況，了解

6

9/17（六）
14:00-17:00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與社會科學院
院長、東亞學系江
柏煒教授

其組成、運作及活動。
2. 僑民組織的起源、發展與轉型
介紹僑民組織的建立背景、與國內外的政經
社會互動，及其世代交替及組織型態變化的
面向。
3. 重要個案分析

3

1.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
文化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劉名峰副教授
2.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
與企業學系孫國祥
副教授
3. 僑務委員會綜合規
劃處正/副主管
1.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
與地理學系徐榮崇
教授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莊仁傑助
理教授
3. 僑務委員會僑民處

分析代表性的僑民組織個案，包括僑團領袖

正/副主管

及相關事件等，以增進學生對僑團的了解。

7

9/24（六）
14:00-17:00

第七講 海外僑民組織的發展（二）
1. 新興僑社發展
介紹中東歐等近年快速興起的僑民聚居地，
說明其與傳統僑社結構的異同所在。
2. 留臺社群網絡
分析全球各地留學臺灣的校友及其相關社群
（留台校友會、臺灣太太）所形成的網絡，
探討其於僑務工作方面的角色。
3. 重要個案分析
介紹馬來西亞留台同學會、主要台商會等僑
民組織。

8

9

10/1（六）
14:00-17:00

10/8（六）
14:00-17:00

第八講 國際文教交流的新視野
1. 僑務發展的新視野
透過跨學科的角度分析我國僑務政策的優勢
及不足，由「以人為本」的視角提出僑務工
作的思維。
2. 國際文教交流的實踐與策略
以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臺灣師範大學所從

1. 東吳大學中東歐教
學研究中心執行
長、社會學系鄭得
興副教授
2. 淡江大學東南亞史
研究室主持人、歷
史學系陳琮淵助理
教授
3. 僑務委員會僑民處
正/副主管
1. 臺灣亞洲交流基金
會執行長、國立政
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副主任暨東
南亞研究中心執行
長、東亞所楊昊特
聘教授

事的國際文教交流為參照，為僑教及僑生政
策提供建言。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 哈佛臺北學院、優華語計畫 vs.孔子學院之研
國際華語與文化學
析
系杜昭玫副教授
介紹哈佛臺北學院的內容，比較優華語計畫
3. 僑務委員會僑教處
vs.孔子學院的發展、運作及宣傳模式，為國
正/副主管
際華語文教學及僑務布局提供反思個案。
第九講 印太新局與發展策略
1. 印太策略新思維
分析印太局勢的最新發展及可能路向，盤點
我國在僑務工作方面之工作重點及布局

1.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
際關係學系全英語
學士班林若雩榮譽
教授

2. 僑務與多軌外交
介紹多軌外交的學理及相關個案，由此探討
我國僑務在傳統領域之外能夠另闢蹊徑的管
道。
3. 後疫情時代的臺灣對外關係
探討疫情期間世界主要國家的政策對僑民所

2. 印度弗萊明大學南
亞與東南亞研究中
心主任劉奇峰副教
授

4

產生的影響，前瞻後疫情時代，我國如何透
過僑界力量維繫及發展對外關係。

10

10/15（六）
14:00-17:00

第十講 南向新政與僑務新思維
1. 南向新政與僑務新思維
介紹我國「新南向政策」推動下，如何以新
思維推動僑務工作，同時介紹東南亞、南亞
國家如何看待我國的相關作為。
2. 如何看待大國的東南亞策略
檢視「一帶一路」、「印太戰略」等大國政策
在東南亞影響力，思考僑臺商發展及我國僑
務政策、南向新政所面對的機會及挑戰。
3. 臺灣與東南亞的經貿互動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回顧臺灣與東南亞的
經濟關係，反思「經濟先行」的互動，如何
邁向跨國社會網絡的建構。

11

12

10/21（五）
18:00-21:00

10/29（六）
14:00-17:00

3. 僑務委員會僑民處
正/副主管、外交部
相關業務人員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人文學院院長、東
南亞學系陳佩修特
聘教授
2.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
學系陳宗巖副教授
3. 僑務委員會僑商處
正/副主管、行政院
經貿談判辦公室相
關業務人員

第十一講 僑臺商組織與網絡
1. 全球僑臺商發展概況
整合最新研究成果及相關報導，介紹僑臺商
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情況，探討如何借重其網
絡及力量推動僑務工作。

1. 中華經濟研究院臺
灣東南亞國家協會
研究中心主任徐遵
慈副研究員

2. 僑臺商的組織與網絡
介紹世界主要僑臺商之組織及網絡，比較不
同區域的差異及特色，以及與臺灣的連結。
3. 重要活動與個案探析
介紹僑臺商組織的重要活動及個案，將僑臺
商聯繫及服務更細緻化。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林昌平副
教授

第十二講 僑生留台就學就業輔導
1. 僑生在台生活輔導
結合實務經驗及研究成果，剖析在台僑生生
活情況及需求，為提升相關輔導及關懷機制
提出建言。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林振
興教授

2. 僑生在台就業與創業輔導
探討僑生在台打工、就業及創業的相關議
題，結合國內外政經環境提供政策建言。
3. 僑臺商的求職/用人媒合
介紹僑委會的相關政策及數位平台的運用，
如何在僑臺商的用人需求及僑生就業尋職之

5

3. 僑務委員會僑商處
正/副主管

2. 臺灣韜略策進學會
副秘書長、台北海
洋科技大學吳瑟致
助理教授
3. 僑務委員會僑生處
正/副主管

間搭建媒體管道。

13

11/5（六）
14:00-17:00

第十三講 國際華語文教學推廣
1. 國際華語文教學現況
結合實例及教學研究經驗，介紹我國國際華
語文教學現場及實際需求。
2. 國際華語文推廣策略
參照過往發展經驗及國際成功案例，分析我
國現階段國際華語推廣策略，並對此提供建
言。
第十四講 媒體、數位科技與僑務創新
1. 媒體平台與僑務推動
結合國內外媒體運營及外派實務經驗，探討
我國僑務工作應如何利用新興媒體平台強化

14

15

11/12（六）
14:00-17:00

11/19（六）
14:00-17:00

效益。
2. 文化創意與僑務創新
介紹如何將文化創意的元素及發想落實到僑
務工作當中，以新的思維從事僑胞服務。
3. 數位科技與僑務行政
介紹如何以數位科技及平台來提升僑務行政
的效率，將有限的人力及資源做最佳配置。
第十五講 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移動力
1. 臺灣青年的國際移動力
以帶領學生從事海外實習及國際志工服務的
經驗，說明如何培養臺灣青年的國際移動
力，及其與僑務領域的關連性。
2. 海外臺灣社群
介紹世界各地因商貿、通婚、留學等因素形
成的臺灣社群，探討僑胞海外生活可能涉及
的僑務領域。
3. 非政府組織的角色與作為
介紹非政府組織在僑務工作中所扮演的角
色，以實例說明應如何整合相關資源，達到
公私加乘的綜效。

16

11/26（六）
14:00-17:00

第十六講 臺灣的國際連結：文教與移民
1. 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發展
以我國民間國際文教組織的工作經驗為例，
說明臺灣如何借重非政府組織發展國際連結

6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蔡雅
薰教授
2.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
會理事長任弘教授
3. 僑務委員會僑教處
正/副主管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黃自強助
理教授
2.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
學院數位內容碩士
學位學程專任陳聖
智副教授
3. 僑務委員會僑務通
訊社正/副主管

1.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陳尚懋教授
2.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
學系林平副教授
3. 僑務委員會綜合規
劃處正/副主管

1. 知風草文教服務協
會楊蔚齡創辦人兼
理事長

及推動僑務工作的可能途徑。
2. 僑教在東南亞：反思與展望
以實例及經典案例說明我國僑教政策的影響
力，從檢視東南亞僑校及華語文教學入手，
展望未來可行之道。
3. 東南亞的台商與跨國婚姻
介紹東南亞臺商及台越跨國婚姻的發展，思
索僑務之跨部門合作之道。

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東南亞學系張書銘
博士後研究員
3. 僑務委員會僑教處
正/副主管

第十七講 僑務工作的策略與實踐
1. 僑務活動的創新實踐
以實例說明近年來僑務工作的創新及突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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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六）
14:00-17:00

12/10（六）
14:00-17:00

2. 新科技與平臺建立橋接
說明新科技及平台在僑務政策規劃及推動方
面的應用。
3. 國際合作與僑務工作的結合
介紹僑委會與其他部門的合作推動「新南向
政策」等對外發展的情況。
4. 成果發表會
請修課學生上台發表學習心得及研究成果，
授課教師進行講評討論，並評選優秀課程論
文獎。

1. 僑務委員會長官
2. 課程執行團隊教師
1名

第十八講 結業式與僑務論壇
1. 僑務論壇
1.
與僑務委員會「111 年僑務學術研討會」相結
合，
『要求學員參與研討會，並於本週發表意
見及心得』，特邀 5-6 位專家學者與談。
2.
2. 頒發結業證書及優秀課程論文獎
頒發結業證書，並按評選結果頒發獎金及獎
狀。
3. 結業式
課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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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委員
長童振源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國際與社會科
學院院長、東亞學
系江柏煒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