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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交流回顧

（一）兩岸交流概況

人數統計

1、民國九十一年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專業交流活動統計

2、民國九十一年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專業交流活動分類統計

註：1. 其他類包括：文學、美術、文物、宗教、體育、法律、交通、醫藥、環保、消防、營建、

地政、勞工等。

2. 財經類包括：經貿、財金、農業。

3. 資料來源：海基會。

3、民國九十一年大陸各類官員隨團來台交流人數統計

註：各級台辦包括：國台辦、地方台辦、中央部會台辦、地方廳局台辦。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合計

人次 1,589 1,235 2,294 2,299 2,472 2,700 3,025 2,338 3,192 2,829 3,192 4,065 31,230

教育學術 表演藝術 經貿 科技 青少年 大眾傳播 其他 總計

人次 5,243 2,410 9,200 1,517 1,904 2,386 8,570 31,230

比例 16.79 7.72 29.46 4.86 6.09 7.64 27.44 100

各級台辦 各級官員 縣市長 台研系統 總 計

一月 38 208 8 7 261

二月 24 96 16 9 145

三月 32 241 11 2 286

四月 43 241 15 5 304

五月 39 284 7 9 339

六月 43 245 9 3 300

七月 55 296 18 8 377

八月 45 205 14 2 266

九月 71 348 31 5 455

十月 45 282 21 5 353

十一月 53 308 20 8 389

十二月 62 478 27 2 569

總 計 550 3,232 197 65 4,044

比 例 13.60 79.92 4.87 1.6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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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民國90年比較

專業人數 台辦人員 政府官員 縣市長 台研系統

90年 19,069 302 1,843 84 32

91年 31,230 550 3,232 197 65

增加 12,161 248 1,389 113 33

兩岸交流特色

1、中共去年對兩岸交流的原則是，積極主動，進一步密切兩岸經貿合

作，加強兩岸人員往來和各項交流，推動兩岸直接「三通」。

2、在我方實施金、馬小三通之後，中共曾藉機陸續推動「兩門」（金門、

廈門）、「兩馬」（馬祖、馬尾）簽訂合作協議，之後則開始積極展開

對澎交流，先後有：四月下旬來台參訪的「大陸記協理事訪問團」，主

動要求安排赴澎湖參訪；5月上旬，海南省瓊海市交流考察團曾赴澎湖

停留達四天之久。

3、福建對台交流逐漸將重點放在交通及農業兩類。在交通交流方面，因

該地區具地緣優勢，對兩岸「三通」期盼最為殷切，故交通界人士多

次組團來訪。農業交流方面，由於福建的氣候、風土民情與台灣最為

接近，因此對台農業交流最為積極。值得注意的是，兩岸加入WTO

後，是否會出現大陸藉我農業技術生產大量物美價廉的農產品，再回

銷台灣的現象，值得觀察。

4、大陸來台交流

地區，早期大多

為「省」、「市」

級單位，近年來

已 擴 及 到

「縣」、「市」級

單位城市，由都

市擴及鄉村。

辜董事長舉行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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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來台參訪成員層級當中，由早期的主管單位首長延伸到事業單位的層

級，如局、處級的處長、主任等，顯示兩岸在交流的層級上，已進入

實際執行單位的接觸，而非只是上層指導單位的「參觀訪問」而已。

6、由於大陸經貿專業人士來臺之活動申請，我方有「每年總申請人數不

超過三十人」原則，導致我方部分人士紛紛自行成立符合資格之兩岸

及經貿事務團體或借牌行為屢見不鮮。

7、教育交流除一般大學間之互訪外，逐步擴展至一般高中與技職專業學

校，特別是加入WTO之後，雙方皆感受到教育市場對外開放之壓力，

加上大陸目前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大專院校整併工作，凡此均加速了對

岸向外發展之觸角，也使得雙方交流更趨密切頻繁。

8、兩岸加入WTO之後，財政交流日益增溫，包括銀行通匯、消費金融、

證券投資、保險業務等等，雙方業者動作頻頻，或正式設立代表處經

營業務，或暫以迂迴方式設點卡位。在銀行往來方面，彰化銀行、世

華銀行、土地銀行等已分別獲兩岸政府核准在大陸設立辦事處；至於

大陸銀行來台設點方面，我方財政部已透過管道與大陸溝通，將考量

秉持對等原則同意部分大陸銀行來台設立辦事處。

9、我方赴大陸參加的交流活動，除少數專業交流活動外，大陸在行程安

排及活動主題上大部分皆以「文化尋根」及「名蹟訪勝」為訴求重

點，如「國學文化尋根之旅」、「孔孟故里尋根夏令營」、「中華青少

年歷史文化教育交流團」、「錦繡江南行」、「長城萬里行」、「華東行」

等活動。

10、在兩岸農業交流方面，大陸基本上以福建福州、漳州兩大農業合作實

驗區的對台交流最為積極，多次組團來台觀摩，並大量引進台灣優良

農業品種達二千多種。

11、從趨勢來看，教育學術交流中無論是校際交流、團體互訪、學術合作

或專業研討都呈現雙向成長，尤其兩岸加入WTO之後，為因應全球

性的競爭，兩岸大學院校的互動更愈趨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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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儘管大陸大量科技人士來台參加會議，但根據我主管機關國科會之統

計，兩岸交流至今大陸科技專業人士實際來台數僅達該會核准數一

半，可見大陸方面管制仍嚴，交流不離「對其有利、為其所用」之原

則。

兩岸重要交流活動

1、教育學術交流方面

(1) 3月5日至3月14日，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邀請大陸新疆

教育、文化主管及各級學校校長等一行33人來台參訪。

(2) 3月5日至3月16日，周凱劇場基金會邀請廣東省文化廳副廳長景

李虎等13人來台參訪文教機構。

(3) 4月30日至5月50日，中央研院語言所籌備處主辦，邀請大陸中

國中文信息學會成員共15位學者來台參加「第三屆中文詞彙語義

學研討會」。

(4) 5月11日至5月23日，台灣大學海洋所、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物理

所邀請大陸學者共約61人來台參加「第五屆兩岸台灣鄰近海域海

洋科學研討會」。

許惠祐秘書長接待來會參訪的香港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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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月15日至5月22日，國父紀念館主辦，邀請大陸近代史學者一

行15人來台參加「第五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6) 6月3日至6月12日，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主辦，邀請大陸旅美學

者一行10人來台參訪。

(7) 6月5日至6月14日，章亞若教育基金會邀請浙江省婦女聯合會主

席張孝琳一行24人來台參訪。

(8) 6月16日至6月23日，中研院動生物所主辦，大陸生物界知名學

者31人應邀來台參加「海峽兩岸比較內分泌及生殖生物學術研討

會」。

(9) 6月28日至7月5日，政大中山人文社會所邀請大陸武漢大學等校

師生18人來台與我師生進行「兩岸研究生校園文化論壇」座談。

(10) 7月5日至7月16日，國家理論科學中心主辦，邀請大陸及海外物

理學者共21人來台參加「第三屆海峽兩岸生物學啟發的理論科學

問題研討會」。

(11) 7月17日至7月21日，中山大學管理學院主辦，邀請大陸北大、

清華、中山、西安交大、復旦等校師生50人來台交流。

(12) 8月21日至8月28日，交大電信系主辦，邀請大陸清華等校教

授、專家一行47人來台參加「國際中文口述語言處理研討會」。

(13) 8月23日至9月1日，再興青年越劇邀請南京市越劇團一行53人來

台演出。

(14) 9月1日至9月8日，中研院原子分子所主辦，邀請大陸及海外學者

共32人來台參加「第二屆世界華人理論與計算化學研討會」。

(15) 9月4日至9月13日，陸委會委託表演藝術劇團邀請大陸文化部文

化藝術人才中心副主任柏玉華及省市文化廳局主管一行11人來台

進行「兩岸文化座談」交流。

(16) 9月11日至9月18日，高雄市國樂團邀請黑龍江省歌舞劇院民族

樂團來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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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2月中旬，福建泉州舉辦「兩岸文學辭章學術研討會」，兩岸計

62位學者專家與會。

(18) 12月下旬，首屆「海峽兩岸特殊教育研討會」於北京師範大學召

開，兩岸四地近百位學者專家與會。

2、經貿交流方面

(1) 繼前年10月由「中華仲裁協會」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

會」在上海舉辦「經貿仲裁研討會」之後，海峽兩岸知名仲裁機

構再次聯袂合作，於4月16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召開「第二屆

海峽兩岸經貿仲裁研討會」，此次由「中華仲裁協會」邀請大陸

「中國貿促會」副會長劉文杰等17人來台參加，針對兩岸經貿活

動中台資及陸資糾紛實例及仲裁機制進行討論及比較。

(2) 4月22日至4月28日，東吳大學商學院主辦「2002海峽兩岸財經

與商學研討會」，邀請蘇州大學財經學院教授等30人來台與會。

(3) 由「農田水利會聯合會」邀請的大陸農業人士一行29人，於5月

13日來台，該團來台期間除拜會農田水利會聯合會、嘉南農田水

利會、高雄農田水利會、七星農田水利會、塯公農田水利會、桃

園農田水利會、新竹農田水利會、苗栗水利會外，主要是參加於

5月14日至16日在南投縣溪頭台大實驗林區召開的第四屆海峽兩

岸農田水利技術研討會，就相關領域交換心得。

(4) 由「台灣省農業策略發展協會」邀請的「山東省糧食行業協會」

一行6人，於5月14日來台，該團來台期間觀摩台北市農會直銷中

心之組織狀況、營運方式，並參觀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了解糧

油製造流程及技術，其成員包括山東省棗莊市糧食局副局長葛衛

民、山東費縣魯南國家糧食儲備庫主任林存仁、濟南市糧食局局

長張大印、山東省糧油集團總公司副總經理林樹忠、山東省糧食

局辦公室副主任陳莊印、山東省糧食局局長喬秀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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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中華民國蔬果行銷協會」邀請的「山東省農學會」一行8

人，於5月16日來訪，該團來台期間觀 摩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台灣區農業合作社聯合社運銷部、台灣區觀賞植物運銷合作社、

雲林縣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台南縣學甲果菜運銷合作社、屏東

縣恒春洋蔥生產合作社等農政單位之組織狀況、營運方式，並參

觀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台北建國假日花市、台一種苗場、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農企系等單位並參觀大成長城公司。

(6) 由「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邀請的「深圳市證券業協會」

一行11人，於5月27日來台參訪8天，該團在台期間拜訪群益綜

合證券公司、台灣證券交易所、台灣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等，了解

台灣證券交易運作情況。

(7) 由「中華民國財稅基金會」邀請的「福建省稅務學會」一行14人

於5月27日來訪，該團來台期間除拜會邀請單位、參加該會舉辦

之座談會，交換兩岸稅務方面之心得外，並參觀信業會計師事務

所、捷明會計師事務所、昌達會計師事務所等。

(8) 8月3日到8月9日，大陸「中國國際貨運代理協會」一行八人應

「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公會」邀請來台訪問。該團成員包括「外

經貿部」台港澳司副司長王曉川、「中國國際貨運代理協會」外

聯部主任孫林、寧波市外經貿委儲運處長蕭楊、上海華星國際集

裝箱公司副總經理戎順隆等8人。此行行程除拜會海攬公會、航

空貨運承攬公會外，也參觀基隆及高雄港等。

(9) 12月上旬，「台灣工商界西部開發考察團」一行七十餘人由張京

育率團前往重慶、成都、西安等地參訪。

3、青少年交流方面

(1) 1月15日、16日，由中國大陸研究學會主辦，邀請中國社科院法

律、經濟、社會領域學者來台參加「跨世紀兩岸青年學術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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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月25日至2月1日，沈春池文教基金會主辦，邀請北京、上海兩

地高中師生一行18人來台參加「壯志驕陽－兩岸青少年志士學習

營」

(3) 由大陸中央民族大學師生組成的「中華歷史文化交流團」共計74

人，於2月28日抵台訪演八天，我方邀請單位為「台北市TVBS

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該團多為大陸「中華青少年歷史文化教

育基金會」成員，且中央民族大學係以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為主，

隨行官員包括中共中央「統戰部」三局處長遲衛東以及「國家民

委」港澳台僑辦副主任吳金光、副處長劉慶余等人。

(4) 應「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邀請，「新疆教育學會訪問

團」一行31人於3月5日抵台進行長達兩周的參訪行程，無論人數

或天數均創下該地區來台參訪紀錄。

(5) 3月30日至4月5日，東海大學主辦，邀請北大、復旦、廈大、南

京、山西、福建師大等六校師生計57人來台參加「兩岸青年論壇」

交流活動。

(6) 4月29日至5月8日，中國青年大陸文教基金會主辦，邀請大陸宋

慶齡基金會籌組青少年一行六十八人來台參加「北京、內蒙古青

少年學生及兒童認識台灣知性之旅」文化交流活動。

(7) 5月2日至5月9日，陳張秀菊文教基金會主辦，邀請天津大學生組

團來台參加「2002兩岸優質青年生活共識營」青少年交流活動。

(8) 7月2日至8日，我方以中廣兒童合唱團為主的「兩岸少年兒童廣

播合唱團」到北京、上海進行交流活動。

(9) 7月3日至10日，我方一百餘位高中職師生參加在天津市舉行的

「第二屆海峽兩岸青少年海河情夏令營」活動。

(10) 7月14日至23日，兩岸計200餘位五至十一歲兒童參加的「與經

典同行、與聖賢為友—兩岸兒童國學文化尋根之旅」活動在北

京、山東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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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7月15日至19日，我方200餘位青年學生參加在北京舉行之「親

情、友情、世紀情—2002京台青年交流週」活動。

(12) 7月16日至25日，大陸山東省青聯訪問團24人，應我方「祥和社

會發展文教基金會」之邀來台訪問。

(13) 7月20日，我方85位大學師生參加在南京舉行之「愛我中華兩岸

四地青年大匯聚─華東行」活動。

(14) 7月23日至30日，我方100餘位大學生參加在江蘇舉行之「錦繡

江南行」夏令營活動。

(15) 7月29日至8月6日，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主辦，邀請北京、上

海、武漢等地中小學生一行50人來台參加「第三屆海峽兩岸地球

學夏令營」。

(16) 7月30日至8月7日，大陸有46人來台參加由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主辦之「第三屆海峽兩岸地球科學夏令營」活動。

(17) 8月5日至9日，兩岸四地約40人參加在上海舉行之「第五屆滬台

港澳青少年朗誦比賽」。

(18) 8月7日至8月13日，台大管理學院主辦，邀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

學院師生一行34人來台參加「2002暑期菁英青年營」研討交

流。

(19) 8月8日至12日，台灣大學等50餘名師生參加陜西「海峽兩岸中

華文化研習營」，大陸方面參加該項活動者以西安交通大學師生

為主。

(20) 8月8日至8月18日，金車教育基金會主辦，大陸上海地區小學生

約19人來台參加「兩岸青少年交流夏令營」活動。

(21) 8月9日至15日，我方廣西同鄉會籌組22位祖籍廣西的大專以上

學生赴廣西參加「台灣桂籍學子返鄉參訪團」活動。

(22) 8月10日至12日，我方政治大學、清華大學、東吳大學、台北大

學、世新大學參加福建「第一屆閩台大學生辯論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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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8月14日至8月23日，台北市教育會主辦，大陸蘭州一中等校師

生21人來台參加「2002海峽兩岸高中生夏令營」活動。

(24) 8月15日至20日，兩岸共31位青少年參加新疆「海峽兩岸青少年

登山夏令營」活動。

(25) 8月20日至25日，蘭陽兒童舞團全團40人赴上海、廈門、深圳等

地巡迴演出。

(26) 9月19日至9月26日，新生代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主辦，大陸中

南財經政法大學、西北大學、中南大學等校師生18人來台參加

「第二屆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活動。

(27) 9月29日至10月11日，中央大學主辦，邀請上海財經大學師生一

行37人來台參加「兩岸資訊管理大學生研習營」。

(28) 10月24日至11月3日，中華青少年流行運動研究發展協會主辦，

邀請天津、香港、澳門等地參賽者來台，與台灣參賽者共同參加

「第四屆兩岸四地青年歌唱大賽」總決賽。

(29) 12月中旬，北京大學副校長吳志攀率大陸多校師生一共四十人來

台參加「二○○二海峽兩岸大學生交流實習營」。

4、表演藝術交流方面

(1) 2月8日至3月5日，國民大戲班劇團邀請河北省邢台市雜技團一行

36人來台於林口竹林山觀音寺搭台演出。

(2) 2月24日至3月4日，高雄市觀光協會邀請陜西打擊樂藝術團22人

來台參加春節燈會展演活動。

(3) 2月28日至3月7日，台北藝術家合唱團邀請大陸「中國交響樂團

合唱團」一行50人來台合作演出知名歌曲。

(4) 3月10日至3月22日，新象文教基金會邀請大陸北方崑曲劇院一

行50人來台演出北派傳統劇曲。

(5) 3月24日至4月2日，中正文化中心委託周凱劇場基金會邀請遼寧

歌劇院共200餘人來台演出歌劇「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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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月21日至6月3日，果園劇團邀請大陸有第一民族舞蹈家之稱的

黃豆豆偕同上海歌舞團一行39人來台演出。

(7) 6月2日至6月12日，國民大戲班邀請北京京劇院一行96人來台演

出。

(8) 6月12日至6月22日，傳大藝術公司邀請湖北省歌劇舞劇院34人

來台演出楚歌漢舞。

(9) 7月5日至7月23日，中正文化中心、傳藝中心、中華民俗藝術基

金會、新象、傳大等共同參與，邀請大陸山東劇院、浙江婺劇

院、江蘇錫劇團、湖南湘劇院、陜西戲曲研究院等七支團隊來台

演出地方戲曲大展。

(10) 7月10日至7月18日，中華民俗藝術團邀請南京市京劇團一行60

人來台演出傳統老戲。

(11) 8月5日至8月14日，中華發展基金委託、沈春池文教基金會主

辦，邀請大陸美術及博物館人士來台參訪交流。

(12) 8月6日至8月21日，中央電台主辦，台北曲藝團協辦，大陸相聲

大師馬季一行7人來台參加「第四屆說唱藝術兩岸情」演出。

(13) 10月15日至10月26日，陸委會委託、周凱劇場基金會承辦，邀

請大陸文化部及廣東省文化官員一行27人來台參加「兩岸表演藝

術場所經營管理研討會」。

(14) 10月23日至11月9日，雅　藝術傳播主辦，邀請「福建省梨園戲

實驗劇團」一行45人來台，在新舞台演出傳統戲曲。

(15) 12月中旬，北京中國電影樂團來台演出「紅樓夢組曲」，並與台

北市立國樂團及北市國附設合唱團共180人共同合作演唱。

(16) 12月下旬，大陸中國交響樂團全團102人，應新象文教基金會之

邀來台演出。

(17) 12月下旬，大陸中國少年交響樂團全團94人應凡宇文化事業公司

之邀來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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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眾傳播交流方面

(1) 由「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與大陸「中國期刊協會」共同主

辦的「大陸雜誌展」於本年1月23日開幕，「大陸雜誌人士訪問

團」由「中國期刊協會」常務副會長張伯海領隊，訪問團人數94

人，創下兩岸雜誌人員交流的新紀錄。本次展出係大陸雜誌首度

來台舉辦的大型展覽，除一千多種上萬冊大陸現行出刊雜誌參展

外，另有一百六十餘種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文雜誌創刊號聯合展

示，品類豐富多樣。

(2)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國新聞學會邀請大陸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

協會一行11人來台參訪。

(3) 應「中國新聞學會」邀請，「大陸記協理事訪問團」一行11人於

4月30日抵台參訪。該團由四川日報報業集團總編輯擔任團長，

成員包括「國台辦」新聞局副局長兼發言人李維一、「記協」書

記祝壽臣、「記協」台辦主任李安、上海文匯報總編輯吳振標等

人。

(4) 5月4日至5月13日，真善美基金會邀請大陸東北地區新聞、出版

人士一行37人來台參加「第一屆東北地區圖書暨書畫觀摩展」。

(5) 5月24日至6月6日，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邀請大陸中華全國

新聞工作者協會一行16人來台參訪。

6、科技交流方面

(1) 4月20日，「雲南省科技教育訪問團」一行18人由「中華民國文

化推展協會」邀請來台。該團成員包括雲南省「政協」科教文衛

體委員會主任吳坤儀、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楊慈生、社會法

制委員會主任吳秉誠、提案委員會主任趙樹森、文史委員會主任

黃恩德、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古希全，以及農業大學校

長陳海如(政協委員)、師範大學副校長曾華(政協委員)等雲南地

區重要「政協」委員，係兩岸開放交流以來，大陸省市首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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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委員為訪問團主要成員，而我方同意該團來台參訪，亦

展現出日益開放的態度。渠等在台期間並分別與屏東師範大學、

嘉義大學、慈濟大學舉行座談。

(2) 4月22日至4月29日，中華民國光學工程學會主辦「兩岸光通

訊、光資訊研討會議」，邀請大陸光電學者專家一行27人來台就

相關領域進行研討。

(3) 由「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

公會」共同主辦的「2002年台北國際春季電子展暨光電展」於4

月25日至4月29日於世貿中心展出五天，展覽期間共吸引國內外

參觀人數總計達3萬餘人次，大陸採購團人數約224人來台參觀展

覽，為去年的10倍。

(4) 4月30日至5月8日，中央大學主辦，邀請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侯

建國等16人來台參加「兩岸奈米生物光電尖端科學研討會」。

(5) 5月8日至5月13日，中華民國氣象學會主辦，邀請大陸氣象學者

及科技名詞審定委員會專家來台參加「第三屆海峽兩岸大氣科學

名詞學術研討會」。

(6) 6月11日至6月19日，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邀請大陸科技部火炬高

技術產業開發中心主任趙玉海、副院長等22人來台「兩岸高科技

發展與創業投資趨勢論壇」。

(7) 由西南農業大學為主要成員組成的「重慶市科學技術協會」一行

8人，應國立中興大學邀請於6月11日來台訪問10天，該團來訪

期間除拜會中興大學農學院、台大食研所等學術單位進行學術交

流外，並參觀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建國花市、坪林茶葉博物

館、食品展及民間茶藝(水龍吟)，觀摩我方精緻農業系統發展現

況。

(8) 8月23日至9月1日，中研院語研學所主辦，大陸哈爾濱工業大學

等校學者19人應邀參加「第十九屆國際計算語言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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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月23日至9月30日，工研院能源與資源所主辦，邀請大陸天津

化工研究院等科研機構學者16人來台參加「兩岸工業水處理技術

研討會」。

(10) 12月上旬，澳門舉辦「第二屆中華資訊科技論壇」，兩岸四地計

200餘位資訊科技界人士參加。

(11) 11月兩岸大眾傳播界有二項大型交流活動在台北舉行，首先是大

陸「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籌組「中華影視交流團」一行23人來台

參訪，並與我方業者進行節目交流座談；其次，「大陸書刊發行

業訪問團」一行73人由「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隸屬「新聞出

版總署」)副會長楊德炎率團來台參加「2002兩岸出版品發行研

討會」。

7、其他

(1) 陜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佛指舍利2月23日迎奉來台，分別在台北市

台大體育館、台北縣三峽鎮金光明寺、高雄縣佛光山、台中港區

綜合體育館、南投縣埔里鎮中台禪寺等地，供全台各地佛教信眾

瞻仰，共37天，3月31日結束在台供奉之旅，在兩岸護送團300

餘人的護送下返回大陸。

(2) 3月18日至3月29日，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協會主辦，邀請大陸環

保官員、自然保護區及森林公園主管等一行40人來台參加「第六

屆海峽兩岸國家公園及保護區研討會」。

(3) 6月1日至6月21日，大陸文化部港澳台司司長丁偉、文化產業司

司長王永章等一行16人應唐龍公司邀請來台參訪交流。

(4) 6月3日至6月10日，中華奧會邀請大陸中國奧委會秘書吳堅率團

一行42人來台參加「第三屆兩岸體育院校師生研習會」。

(5) 由中國時報與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共同主辦的「兩岸攝影家

合拍－台灣二十四小時活動」，於6月13至15日進行三天的分組

合拍。此次活動主要以兩岸四地攝影家「湊對」方式分成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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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拍攝對象遍及台灣大小鄉鎮，甚至包括澎湖、蘭嶼等外島風

光都在鏡頭獵取之內，堪稱兩岸四地攝影交流的創舉。此次合拍

活動，大陸方面共有30餘位(含在香港工作之大陸人士)報刊攝影

相關人士來台參加。

(6) 6月19日至6月25日，指南宮舉辦壬午年通天大醮活動，邀請大

陸國家宗教局副局長楊同祥、中國道教協會、山西永樂宮、北京

白雲觀等人士30餘人來台參加。

(7) 7月23日至8月5日，中華蕭邦音樂基金會主辦，大陸音樂人士一

行11人報名來台參「第九屆台北蕭邦國際鋼琴大賽」。

(8) 長庚醫院負責主辦本年「2002年亞太肝膽醫學會議」活動，於9

月26日至29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召開，邀請亞太、歐美地區

25個國家肝膽專業領域醫藥人士400人來台與會，加上國內醫藥

人士800位，共1200位出席，會議規模龐大。大陸地區醫藥人士

約有百位亦在邀請之列，惟來台後並未實際參與會議，僅進行參

訪活動。

(9) 10月14日至10月20日，交通大學環境工程所主辦，邀請大陸學

者、專家共54人來台參加「第八屆海峽兩岸環境保護研討會」。

(10) 10月16日至10月25日，文化大學土地資源系主辦，邀請大陸水

利部官員及學者等22人來台參加「第三屆兩岸三地水土資源生態

環境保育研討會」。

(11) 10月22日至10月29日，中華奧會邀請大陸體育總局及中國奧會

等體育人士一行9人來台參訪。

(12) 11月2日至10日，大陸「民用航空總局」副局長鮑培德一行11人

應「中華比較法學會」邀請來台參訪，並參加11月4日於圓山飯

店舉行之「海峽兩岸航空運輸損害賠償責任研討會」。

(13)「台北市晚晴協會」於11月22日至24日舉辦「珍愛家庭-兩岸三地

婦女、婚姻與法律實務研討會」，邀請大陸社科院社會研究所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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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龍翼飛教授及上海華東政法學

院許莉副教授等人來台參與研討會。

(14) 12月上旬，「台北市公務員訓練中心大陸研習參訪團」一行24人

赴上海與上海行政學院進行為期一週的交流研討。

(15) 12月上旬，「桃園、苗栗余靖後裔尋根團」一行21人赴廣東韶關

參訪，並考察韶關部分工業園區及招商專案。

(二)重要開放措施

在社會交流部分

1、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數額表

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日行政院臺內字第０九一０００二四五三號公

告修正

2、修正現役軍人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法

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國防部(九一)鐸錮字第０００三二七號令

修正發布第四條條文

3、修正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內政部臺內警字第０九一００七八一二六

號函修正發布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第十一條、第十四條、第十

七條條文

4、修正與增訂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或居留許可辦法

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內政部臺內警字第０九一００七八一三七號

令修正發布第二條、第八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之一、第十六條、

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

十六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並增訂第三十一條之

一條文

5、修正與增訂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內政部臺內警字第０九一００七八一三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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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修正發布第三條、第三條之一、第六條、第十三條至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七條；並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一條文

在專業人士交流部分

1、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數額表

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日行政院臺內字第０九一０００二四五三號公

告修正

2、修正現役軍人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法

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國防部(九一)鐸錮字第０００三二七號令

修正發布第四條條文

3、修正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內政部臺內警字第０九一００七八一二六

號函修正發布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第十一條、第十四條、第十

七條條文

4、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或居留許可辦法

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內政部臺內警字第０九一００七八一三七號

令修正發布第二條、第八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之一、第十六條、

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

十六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並增訂第三十一條之

一條文

5、修正並增訂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內政部臺內警字第０九一００七八一三四號

令修正發布第三條、第三條之一、第六條、第十三條至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七條；並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一條文

在經貿交流部分

1、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

九十一年二月十三日經貿０九一０四六０四一一０號令修正發布第五

條、第八條及第十二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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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正臺灣地區金融機構辦理大陸地區匯款作業準則

財政部九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台財融(一)字第０九一一００００五八號

令修正發布

3、修正臺灣地區銀行辦理大陸地區進出口外匯業務作業準則

財政部九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台財融(一)字第０九一一００００六五號

令修正發布

4、修正指定銀行對臺灣地區廠商辦理大陸出口臺灣押匯作業要點

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中央銀行(九一)臺央外伍字第０四００一三

九九八號函修正

5、修正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

經濟部九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九一)經審字第０九一０四六一０三五

０號令修正發布第七條條文

經濟部九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經審字第０九一０四六一八六三０號令

修正發布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

一條、第十四條條文

6、訂定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內政部九十一年八月八日台內地字第０９１００７１５２３號令發布

7、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務往來許可辦法

財政部九十一年八月二日台財保字第０九一一六０二三八六號令修正

發布

8、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許可辦法

財政部九十一年八月二日台財融(一)第０九一一０００六二三號令修

正發布

在港澳交流部分

1、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六日內政部台內警字第０九一００七八五九五號令

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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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組織規程

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陸人字第０九一００００

五一四—一號令修正發布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八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陸人字第０九一０００七０

一五號令修正編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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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事、基金及經費

（一）人事

人事概況

1、本會各處室正、副主管之任用由主任秘書、副秘書長審（研）議，

秘書長陳請董事長核定聘任；一般會務人員則視員額狀況及各處室

業務需要對外甄選。

2、本會編制員額（含工友、司機）93人，至九十一年十二月底止，

會務人員（含工友、司機）計77人（如附表），平均年齡42.58

歲。就學歷統計，具博士學位者4人，佔5.19﹪；碩士學位者19

人，佔24.68﹪；學士學位者30人，佔38.96﹪；專科10人，佔

12.99﹪；高中（職）8人，佔10.39﹪；其他6人，佔7.79﹪。

會務人員統計表

會本部 文化
經貿 法律 旅行 綜合

秘書處 會計室 人事室 合計
服務處 服務處 服務處 服務處

人數 3 4 8 20 4 8 25 4 1 77

單位

數量

黃玉霖主任秘書借調期滿返回交通大學任教



45

人事公開

一般會務人員進

用均經公開甄選

及人事甄審評議

委員會審議，並

陳報秘書長、董

事長核定。

獎懲公平

1、本會各處室

主管平時即建立考核資料，於年終並辦理年終考績。

2、獎懲案件，均依據獎懲規章審慎適時處理，依程序提請人事甄審評

議委員會審議，力求獎懲額度適當，獎不浮濫，信賞必罰，以達獎

優汰劣之目的。

人事制度

1、本會人事制度均朝向政府機關之相關制度辦理，本（九十一）年訂

定、修訂報請陸委會核備實施者計有「員工請假規則」、「會務人

員退職撫卹辦法」、「約聘人員管理辦法」、「工讀生管理要點」、

「性騷擾防制及處理要點」等五種。

2、配合陸委會修訂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對公務員轉任

受託民間團體者，研擬其轉任、回任或未回任者之權益，予以妥適

保障之條款，送陸委會參考。

3、配合政府機關辦理員工健保ＩＣ卡。

4、汰換員工差勤卡鐘為「指紋式考勤辨識機」，提供同仁便捷服務。

福利

1、為慰勉本會員工平日工作辛勤努力，增進員工（眷屬）間情感聯

繫，親近自然，調劑身心，本年度之員工旅遊於十二月十四至十五

舉辦同仁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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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六-星期日），二天一夜，分「劍湖山」及「花蓮太魯閣」

二梯隊同時實施。

2、為提倡同仁公餘正當休閒活動，增進身心健康，培養團隊精神，本

會現成立有「有氧運動社」、「保齡球聯誼社」、「書法社」、「羽

毛球社」、「高爾夫球社」及「登山社」等社團。

同仁暨眷屬假日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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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監事名單

董事部分:

職 稱 姓 名 職 銜

董 事 王又曾 中國力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王永在 台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 事 王必成 聯合報系董事長

董 事 江奉琪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 事 呂木琳 教育部常務次長

董 事 吳東進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李成家 美吾華企業集團董事長

董 事 李雲寧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李慶平 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

董 事 余建新 中國時報董事長

董 事 何思因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董 事 何壽川 永豐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杜筑生 外交部常務次長

董 事 林志嘉 台灣團結聯盟秘書長

董 事 林省三 長榮集團副總裁

董 事 苗育秀 聯華實業集團董事長

董 事 徐 亨 富都飯店董事長

董 事 徐 璐 中華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 事 徐旭東 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施振榮 宏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高清愿 統一企業集團總裁

副董事長 許勝發 太子汽車企業集團董事長

副董事長 許惠祐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祕書長
兼秘書長

董 事 許應深 內政部政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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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張安平 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副董事長 張俊宏 立法委員

董 事 張顯耀 親民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董 事 陳 樹 財政部常務次長

董 事 陳木在 台灣銀行董事長

董 事 陳長文 理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董 事 陳明通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董 事 陳忠信 立法委員

董 事 陳博志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董事長

董 事 陳瑞隆 經濟部政務次長

董 事 黃世惠 慶豐環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長 辜振甫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辜濂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董事長

董 事 彭蔭剛 中國航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蔡 堆 交通部政務次長

董 事 蔡鎮宇 國泰銀行特別顧問

董 事 劉德勳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董 事 鄭　優 台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 事 嚴凱泰 裕隆企業集團執行長

監事部分:

職 稱 姓 名 職 銜

監 事 成嘉玲 中國新聞學會理事長

監 事 林文程 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所長

監 事 張榮恭 中國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

監 事 鮑正鋼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秘書

監 事 劉玉山 行政院副秘書長

監 事 謝文定 法務部政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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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金及經費

1、本會係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召開捐助人會議，由政府及民間各界

捐助人五十三人共同捐助基金新台幣（以下同）六億七千萬元成立，

其中政府捐助五億二千萬元，民間各界捐助一億五千萬元。八十一會

計年度（八十年七月一日至八十一年六月三十日）收到政府及民間各

界捐助基金四億八千五百萬元（政府捐助三億元；民間各界捐助一億

八千五百萬元）。八十二會計年度（八十一年七月一日至八十二年六月

三十日）收到政府及民間各界捐助基金三億六千五百八十一萬元（政

府捐助三億元；民間各界捐助六千五百八十一萬元）。八十三會計年度

（八十二年七月一日至八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收到政府及民間各界捐助

基金三億零二百五十萬元（政府捐助二億元；民間各界捐助一億零二

百五十萬元）。八十四會計年度（八十三年七月一日至八十四年六月三

十日）收到政府及民間各界捐助基金一億六千四百五十萬元（政府捐

助一億四千萬元；民間各界捐助二千四百五十萬元）。八十五會計年度

（八十四年七月一日至八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收到政府及民間各界捐助

基金一億四千五百萬元（政府捐助一億四千萬元；民間各界捐助五百

萬元）。八十六會計年度（八十五年七月一日至八十六年六月三十日）

收到民間捐助基金一千萬元。八十七會計年度（八十六年七月一日至

八十七年六月三十日）及八十八會計年度（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至八十

八年六月三十日）無任何捐助款。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八

十八年七月一日至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到民間捐助基金一十

九萬元。九十會計年度（九十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九十

一會計年度（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至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任何

捐助款。因此，截至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會法定基金合計

有二十一億四千三百萬元。本會自八十會計年度成立以來至九十一會

計年度累計絀數為二億一千三百六十萬一千三百五十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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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依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第五條，本會經費來源為：（１）基金運

用之孳息；（２）委託收益；（３）政府或民間捐贈；（４）提供服

務酌收之服務費用。本會九十一會計年度之經費來源，主要來自孳息

收入及委辦業務收入，其餘則為刊物出版等雜項收入。有關本會重要

財產採購及經費支用情形，為求公開化、透明化，參考政府採購法相

關規定辦理公開招標、比價或議價作業，另為加強同仁參與，強化內

部稽核、撙節開支，本會特訂定「稽核小組作業規定」，經常開會審核

較大支出事項。

３、會計制度

依大陸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第十五條規定，研訂本會會

計制度乙種，於九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以（九０）海惠（會）字第０一

一０四二號函請主管機關核備中。並訂定本會零用金管理要點乙種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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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交流及服務工作

（一）前言

文化是人類傳達與溝通訊息的體系，是生活方式的表現，透過文化交

流可增進彼此的認識與瞭解，並具有培養互信、建立共識、促成文化融合

及弭平歧異的功能。兩岸文化交流由於政府與民間積極的規劃與推動，從

無到有，從局部到多層次的互動，交流的質量與層級均不斷擴大與提升，

十五年來，兩岸互動雖有消長，但文化交流仍持續推展，任重道遠。

本會作為兩岸的中介橋樑，肩負促進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的重責，除主

動規劃相關文化活動外，亦配合政府政策及協助民間團體及人士辦理文化

交流活動，期能為兩岸民間社會的共同發展提升實質助益。

（二）主辦及協辦各項交流活動

本會文化服務處依據海基會、海協會歷年會談協商共識，於九十一年

主辦、協辦或協助促成的兩岸文化交流活動分為六大類：

青年交流

八月，本會與中華青年交流協會合辦「二○○二第一屆兩岸大學生辯

論邀請賽」，籌組台灣地區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東吳大學、

世新大學等學生與教師共三十五人訪問團赴大陸地區廈門、福州、武夷山

等三城市參加辯論賽活動。辯論主題有「網路教育能否取代傳統教育形式」

及「電子商務能否取代傳統商務形式」。大陸地區由福建師範大學、福州

大學、廈門大學、福建農林大學、華僑大學遴選代表參加。

此外，本會協助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辦理「二○○二台灣大學北京天

津西安學術文化交流訪問團」、協助政治大學辦理「行政管理碩士學程大

陸文教參訪團」、協助中華兩岸論壇協進會辦理「二○○二年兩岸青年夏

令學術活動營」、協助中原大學辦理「第八屆海峽兩岸師生共赴未來夏令



52

營」等活動，期能使兩岸學子在各項類活動中瞭解彼此的差異及看法，並

建立情誼，進而促成大陸學生訪台。

表演藝術交流

五月，協助

財團法人國際新

象文教基金會辦

理第三屆「台北

上海音樂薈萃」，

邀請國內著名作

曲家、「亞洲作

曲家聯盟台灣總

會 」 會 長 馬 水

龍、台北藝術大

學音樂學院院長

潘皇龍等及青年

傑出作曲家一行十二位前往上海交流。活動內容包括室內樂、交響樂演出

及研討會、專題演講等。此次兩岸著名演奏家、作曲家的交流，已為兩岸

音樂創作及藝文交流，激發良性的互動成果。

十月，協助中華民俗藝術節協會辦理「與大陸中國民俗藝術節協會互

訪交流活動」，透過海峽兩岸民俗藝術展演，瞭解相同與相異之處，增進

相互瞭解。

教育學術交流

三月，本會協助辦理、銘傳大學主辦「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邀

請海峽兩岸多所大學校長參與，為促進兩岸大學教育發展與交流合作交換

意見，兩岸教育界如何因應新世紀的變化則為雙方最為重視的課題。

此外，本會並協助台灣大學與高雄大學辦理「第二屆海峽兩岸二○○

許惠祐祕書長接待訪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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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大學與校園研討會」、協助淡江大學辦理「二○○二年兩岸管理科學

經營決策學術研討會」、協助華梵大學辦理「第六次佛儒會通學術研討會」

等學術活動，期能經由學術領域的交流，交換經驗，進而互補合作。

新聞及出版交流

元月，本會協助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辦理「大陸雜誌來台參訪暨

大陸雜誌展」活動，邀請大陸「中國期刊協會」率領大陸雜誌人士全團九

十四人來台，創下兩岸雜誌人員交流新紀錄。展覽內容有一千多種上萬冊

大陸現行出刊雜誌，另有一百六十餘種一九四九年以前出版的中文雜誌創

刊號聯合展示。大陸在加入ＷＴＯ之後，官方及業者對未來大陸雜誌與國

際接軌的趨勢已有共識。而我方政府主管機關亦有政策調整，正積極討論

開放部分大陸雜誌在台發行，此次同意大陸雜誌來台展出，即為一務實表

現。

四月，本會協助中國新聞學會辦理「大陸記協理事訪問團」，邀請大

陸「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組團一行十一人來台參訪。大陸訪問團由

「中國記協」副主席唐小強率團，「國台辦新聞局」副局長李維一隨團來

台。雙方在座談中，均認為兩岸須強化新聞界交流與溝通，始能促進兩岸

關係的實質推展。

五月，本會協辦、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中華青年交流協會主辦

「台灣與大陸出版交流與合作研討會」活動，邀請大陸地區圖書出版暨藝

術文化業負責人由「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許應華率團一行三十八

人來台，參加「台灣與大陸出版交流與合作研討會」、「東北地區圖書、

書畫觀摩展」及「台灣地區版權貿易展」等活動。研討會就兩岸版權交流

的實務與檢討、兩岸圖書出版發行的現況、現階段兩岸出版品交流的障

礙、在ＷＴＯ架構下華文出版與國際競爭等議題進行研討。本次活動有助

於兩岸新聞傳播、出版、藝術文化工作負責人藉由研討及實地觀摩，增進

彼此瞭解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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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交流

元月，本會規劃與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共同主辦「台灣當代宗教文化形

態學術考察活動」，邀請大陸主管宗教決策及行政官員蔣堅永、袁莎、李

德兼、褚有奇等四人來台參訪。本活動旨在使大陸人士能親身了解宗教之

正面社會功能，賦予宗教應有的地位。由於近年來大陸經濟的長足發展，

對精神生活亦尋求寄託，此時邀請大陸宗教官員來台，實具有正面的意

義。

藝文交流

四月，本會協助中國書法學會辦理「新世紀兩岸天津書法交流展」、

十一月，協助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辦理「第一屆海峽兩岸歷史文學與歷史文

學創作研討會」等，期能從藝文交流活動，探討兩岸文化思維發展的特

質，相互觀摩，從而認識彼此的歷史定位，增進雙方瞭解。

（三）解決兩岸文化交流事件

六月，台灣地區民間團體「國民大戲班」申辦、「台鄉實業」承辦，

邀請北京京劇院一行九十六人來台演出，因「台鄉實業」無法履約，引發

糾紛，經本會通報相關機關後，教育部及陸委會已予協調解決。

（四）接待大陸來訪文化團體

推動兩岸文化交流為本會重要工作之一，接待我方民間團體所邀來訪

之大陸人士、團體，彼此交換意見，亦為本會所重視。

在接待大陸人士時，交談內容仍強調兩岸應加強各項交流，以縮短距

離，增進互信，對於部分大陸人士之疑問或欲瞭解的情況，亦以實情說

明，使來者有所瞭解。

惟本年大陸參訪團體為避免大陸有關機關之干涉，而排斥來會會晤，

喪失交流之真義與相互瞭解之良機，不無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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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掌握交流狀況

本會作為兩岸的中介橋樑，為使兩岸交流更趨良性發展，本會與辦理

兩岸交流的民間團體均保持聯絡，建立良好關係，提供交流服務，藉此瞭

解及掌握現階段兩岸交流的動態、研判趨勢，並適時將民間團體對交流的

建言反映政府相關單位瞭解。

本會定期彙整編製大陸專業人士來台資料，掌握交流活動的最新動態

及資訊，並將在台辦理的重要藝文交流活動張貼本會網頁，提供各界搜尋

參閱。並根據上述資料，撰擬各類分析，供相關主管機關及研究單位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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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貿服務工作

（一）前言

今年兩岸已經先後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對兩岸經貿未來的

發展應有新的契機，為了因應此一新經濟情勢，政府以「積極開放，有效

管理」作為投資大陸新政策，並開放赴大陸投資台商補報備作業，期望台

商在兩岸投資的佈局能循序發展，進而達成「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目

標，而在兩岸貿易方面，也如去年表現，貿易總額已超越二六○億美元，

兩岸間可說持續維持密切的貿易往來關係。

隨著兩岸經貿交流的密切發展，本會經貿服務工作也逐年擴增，這一

年來經貿服務工作重點包括：促進兩岸經貿交流、協助辦理大陸台商傳統

產業輔導措施、協助福建台商透過金馬「小三通」返台、賡續推動台商服

務與聯繫、發行「兩岸經貿」月刊、兩岸經貿糾紛的調處、舉辦「兩岸經

貿講座」與「第三屆台商盃高爾夫球賽」以及維護「兩岸經貿網」網路、

提供即時資訊等方面的工作。

（二）促進兩

岸經貿交流

兩岸經貿發

展的廣度與深度

與日俱增，本會

除持續強化各項

台商服務聯繫、

經貿資訊提供的

工作外，並協助

民間團體辦理大陸人士來台參訪相關事宜，今年一至十二月共計協助25個

台商協會推薦45個大陸團體，計448人來台參訪。另外本會並參與大陸經

顏萬進副秘書長與台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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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專業人士審查作業，本年度審查的案件迄十二月止共計824件，計

8,681人次，較上年同期分別增加41.5﹪與34﹪，本會今後也將繼續協助

民間團體邀請大陸經貿來事來台參訪，以促進兩岸良性交流與相互的瞭

解。

為協助大陸各地台商協會邀請經貿專業人士來台從事相關活動，推展

兩岸經貿交流，本會賡續依「協助大陸台商協會邀請經貿專業人士來台參

訪作業要點」，協助各地台商協會邀請大陸人士來台交流，強化台商協會

對政府的向心力，期能加強台商協會與當地官員的互動，進而提昇台商協

會的地位，促進兩岸良性交流。

依本作業要點九十一年元月至十二月底止，共有25個台商協會向本

會推薦45個團體，計448人，其中包括當地書記、副書記、市長、副市長

層級共32人。截至十二月卅一日為止，共有25團205人抵台參訪。據台商

協會反應，此一措施

有助於大陸地方官員

了解台灣政治經濟發

展，改善對台商的服

務態度，對增進台商

與當地的互動也有助

益。

（三）辦理台商服

務工作

為增進政府與大陸台商之交流與溝通，每年春節、端午、中秋三節，

本會與陸委會、經濟部及全國工業總會都會共同辦理大陸台商協會負責人

聯誼活動。

春節台商座談聯誼活動——群策群力、深耕台灣、佈局全球

台商新春座談聯誼活動於二月二十一日舉行，共有130餘位來自大陸

陳總統由本會辜董事長陪同參加台商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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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區的台商協會會長、主要幹部參加，整個春節活動是以「群策群力、

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為主題，安排「加入WTO後兩岸關係展望」與

「經濟部台商產業輔導體系推動計畫構想說明」等專案報告，也安排參訪

國家高科技的重鎮——工研院。參訪過程中，台商紛紛提出問題請教，並

對台灣高科技發展充滿希望與期待。

陳總統在晚宴時親臨會場宣慰台商會長辛勞，並感謝台商在返鄉過年

之際，能參加本次座談會議，提供政府建言，也希望台商朋友與政府攜手

努力達成「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經濟發展願景，打造希望的家園，創

造台灣更美好的未來。

端午節台商座談聯誼活動——投資台灣、迎向國際

端午節台商座談聯誼活動於六月十七日、十八日在高雄舉行，共計

150餘人與會。本次端午節座談活動的主題為「投資台灣、迎向國際」，

為讓台商瞭解國內投資環境之誘因與優點，具體實踐企業「深耕台灣、全

球佈局」的策略規劃，會中並請高雄市政府介紹投資環境、安排參觀高雄

港、台糖物流園區，觀看貨物轉運、倉儲等過程。與會台商也希望政府能

行政院長游錫苐應邀參加台商春節聯誼座談會並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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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產業升級的後盾，協助廠商，使台商能深耕台灣，立足全球。此外，

台商也對國內投資環境、產業的發展、兩岸稅賦問題，台商醫院的成立、

兩岸金融匯兌、「三通」及在大陸經營管理所面臨的問題，提出諸多建

議，提供政府相關部會作為施政參考。

陳水扁總統當天親臨晚宴，在致詞時肯定大陸台商的努力，並認為台

商朋友是國家寶貴的資產，總統也特別指出，本會站在第一線上，受政府

委託就兩岸事務承擔相當重的責任，並且配合政府對大陸台商提供服務工

作，這些努力讓他感到非常欣慰也相當肯定，並也高度期許本會持續配合

政府各部會，

不斷的提供台

商更完善的服

務，盡可能滿

足台商朋友的

需要，協助政

府解決台商在

大陸遭遇的任

何問題。

秋節台商座談聯誼活動——互惠互利、共創雙贏

秋節台商座談聯誼活動是年度中最盛大的活動，不僅邀請台商會長返

台參加會議，本次也舉辦「第三屆台商盃高爾夫球賽」，邀請各地台商協

會組隊返台參加錦標賽，鼓勵台商交流、互動，從事正當體育休閒活動。

今年秋節台商座談聯誼活動暨第三屆台商盃高爾夫球賽於九月廿三日、廿

四日舉行，約有150餘位出席座談會議，200餘人參加球賽。

本次活動主題是「互惠互利、共創雙贏」，行政院游院長在座談中表

示，兩岸關係的正常化必須從經貿關係正常化開始做起，大陸台商正是促

進兩岸經貿關係良性發展的橋樑，也是促進兩岸互信的最佳夥伴。游院長

說，政府絕對與台商站在同一邊，希望大陸台商全力支持政府，讓政府有

秋節聯誼座談，台商踴躍發表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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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照顧台商，

大家才有依靠。

座談會後，

舉行了「第三屆

台商盃高爾夫球

賽」，台商盃高球

賽的舉辦，已經

強化了台商間彼

此橫向的聯繫與

互動，亦使得台

商對台商協會的向心力與認同感更為增加，這樣的良性結果正是本會舉辦

台商盃高爾夫球賽的最大目的。當日晚宴頒獎典禮，陳水扁總統亦親臨參

加，顯示陳總統對台商的重視。總統在致詞時強調，台商在大陸的投資應

該是台灣力量的延伸，而不是實力的抵銷或分散；同時指出繁榮進步的台

灣是全體台商最堅實的倚靠，也是進一步建立兩岸經貿往來互惠雙贏的基

礎；總統期勉台商朋友能支持及配合「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國家經濟

發展願景，將投資中國大陸視為建立全球投資與行銷網絡的一環，大幅提

升台灣經貿的視野與格局。

（四）發行「兩岸經貿」月刊

由於兩岸之間相關經貿資訊相當龐雜繁瑣，兼之大陸經濟情勢與政策

又變化快速，本會於民國八十一年一月起出版「兩岸經貿通訊」，免費提

供赴大陸從事經貿活動之業者參考，並於八十九年改版為「兩岸經貿」月

刊。經過九年的努力，本刊已成為台商獲取有關兩岸經貿資訊的重要來源

之一。

本年度本刊除仍提供最新兩岸三地經貿訊息及法規、政策外，另外，

政府為鼓勵產業根留台灣並吸引外商來台投資，本刊針對政府近來鬆綁工

在大陸的台商協會負責人返鄉參訪工業研究院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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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土地限制、推動「八一○○全民啟動」、「自由貿易港區」、「投資台

灣優先方案」，均作深入分析，迄本年十二月，本刊已發行一三二期。

（五）籌劃發行「台商大陸生活手冊」

「九十一年大陸台商協會負責人秋節座談聯誼會」中台商代表建議將

台商日常生活應注意事項，編列成冊，提供台商參考。本會為服務台商並

因應台商需求，特針對台商在大陸經商旅遊面臨入出境、稅務、教育、金

融、醫療、婚姻、旅行交通、娛樂休閒等各項問題，策劃編印「台商大陸

生活手冊」，內容包括上述與台商在大陸生活息息相關的資訊，同時也提

醒台商兩岸長久分治以來，政治、社會、文化、法律、制度、價值觀等存

有相當的差異，台商必須瞭解當地文化，入境隨俗。

針對本手冊的撰擬，本會特別成立「編輯小組」，由專人負責撰擬、

校閱文稿內容，並由編輯委員協調相關工作，各項編輯工作已依編輯計劃

進度進行，預定於九十二年二月發表，提供台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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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舉辦「兩岸經貿講座」

在中國大陸複雜的經濟條件與變動快速的投資環境下，為提供國內外

工商企業界完整與充分的資訊，並以雙向互動的服務方式，協助企業瞭解

在大陸從事經貿活動可能面臨的各項問題，本會自八十年起即規劃舉辦

「兩岸經貿講座」，邀請學者、專家或富實務經驗之業者提供經驗與建議。

八十二年每月定期於台北、台中地區辦理是項講座效果頗受佳評，八十七

年與經濟部共同舉辦，並於八十八年九月開始擴大定期在高雄地區舉辦

「兩岸經貿講座」，期望協助工商企業正確評估大陸投資環境、所處各項風

險與相關投資計畫，與會業界普遍給予佳評與肯定。

九十一年在台北舉行之講座共12場次（如附表一）；台中地區與財

團法人世界貿易中心合作舉辦12場次（如附表二）；高雄地區與外貿協會

高雄辦事處合作舉辦12場次（如附表三），共計辦理36場次，逾3,400人

次參加。主題包括大陸經貿體制、最新政策法規、金融外匯、稅務、海

關、勞動管理及內銷市場拓展等範疇，同時配合經濟部投審會向與會人員

宣導政府補報備投資登記相關事宜，並提供政府各項服務資訊與出版品，

以達宣導政府政策與擴大為民服務的成果。

本會舉辦兩岸經貿講座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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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商人身安全與經貿糾紛調處

自從政府開放我方人民間接赴大陸從事經貿活動以來，隨著台商前往

大陸地區投資人數急遽擴增，加上大陸貧富差距加大，百姓法制觀念尚未

建立，為錢財鋌而走險者所見多有，導致台商人身財產安全遭受侵害之案

件層出不窮，自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海基會受理肇因

於兩岸經貿往來衍生之各類糾紛總計有135件，其中台商投訴43件，大陸

人民投訴1件，涉及台商人身安全之案件即佔有91件，顯見大陸治安仍待

改善，對此，前往大陸投資之台商不可不慎。

（八）「兩岸經貿網」資訊服務

為了提供台商即時與正確的資訊服務，本會每日均對網站相關單元進

行瀏覽維護與資料修正，「兩岸經貿網」迄今上網瀏覽人數已達98,790餘

人次，網站瀏覽成長比例逐漸日增，頗獲各界好評。

今年為豐富「兩岸經貿網」提供的資訊服務，本會新闢「兩岸商務旅

遊」單元以及修正「兩岸經貿」等多項單元的功能，並配合政府「深耕台

灣」政策，新增相關網頁入口路徑，提供台商快速查詢國內投資環境概要

與相關投資資訊，此外，本會也授權國內知名入口網站「蕃薯藤」、「鉅

亨網」使用本網站內容，透過網路合作鏈結與資源分享，使更多台商朋友

能從不同管道收集兩岸經貿相關資訊，未來本會也將持續強化網網站的各

項資訊服務內容，以便利各界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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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九十一年台北場次經貿講座一覽表

場次 時 間 題 目 主講人 職 稱

一 1 月28日
加入WTO後，台商大陸投資

徐丕洲 榮泰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的挑戰與機會

二 3 月 4 日 台商如何利用OBU強化財務調度 簡永光 利懋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三 3 月26日 入世後大陸內銷法令解析 葉大慧 大陸通商專業事務所所長

四 4 月26日 台商大陸所得申報應注意事項 史芳銘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

五 5 月29日 大陸海關查廠與台商因應之道
張國偉 中國投資顧問社顧問

史芳銘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

六 6 月26日 企業再造實務 張寶誠 中國生產力中心總經理

七 8 月 1 日 大陸市場連鎖店與加盟體系之規劃 王國安 中華加盟促進協會理事長

八 8 月29日
如何取得大陸「廠地」「農地」

曾文雄 陸委會台商張老師
「林地」及擔保融資

九 10月 1 日 大陸最近商標法修訂對台商的影響 賴文平 勤業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所長

十 10月29日 大陸投資補辦作業及新審查機制解析 黃慶堂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執行秘書

十一 11月25日 大陸近期嚴厲查稅與台商因應之道 梁再添 致遠會計師事務所主任會計師

十二 12月26日 兩岸三地資金調度與銀行操作實務
林麗娟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資金管理部副總裁

邱正明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海外投資部協理

附表二：九十一年台中場次經貿講座一覽表

場次 時 間 題 目 主講人 職 稱

一 1 月26日
加入WTO後，台商大陸投資

馮仁厚 群仁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的挑戰與機會

二 3 月 6 日 台商如何利用OBU強化財務調度 簡永光 利懋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三 3 月25日 入世後大陸內銷法令解析 葉大慧 大陸通商專業事務所所長

四 4 月29日 台商大陸所得申報應注意事項 史芳銘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

五 5 月31日 大陸海關查廠與台商因應之道
張國偉 中國投資顧問社顧問

史芳銘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

六 6 月27日 傳統產業如何突破國際驗證市場 來新陽 電機電子環境發展協會秘書長

七 7 月30日
如何取得大陸「廠地」「農地」

曾文雄 陸委會台商張老師
「林地」及擔保融資

八 8 月20日 台商進軍大陸物流業的策略佈局 袁明仁 華信國際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九 9 月26日 台商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策略運用 許俊達 福州台資企業協會榮譽會長

十 10月25日
拓展大陸市場連鎖店與加盟體系

李孟熹 群泰企管顧問公司董事長
之問題與挑戰

十一 11月26日
大陸投資新審查機制、補辦許可作業

黃慶堂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執行秘書
及大陸經貿科技人士來台解析

十二 12月31日 大陸近期嚴厲查稅與台商因應之道 史芳銘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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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九十一年高雄場次經貿講座一覽表

場次 時 間 題 目 主講人 職 稱

一 1 月25日 台商如何因應大陸新修正之工會法 曾文雄 陸委會台商張老師

二 2 月26日
加入WTO後，台商大陸投資

馮仁厚 群仁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的挑戰與機會

三 3 月29日
台商如何利用我方境外中心

周　嚴 經濟部加工區管理處處長
進行深加工、再出口業務

四 4 月30日 台商大陸所得申報應注意事項 史芳銘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

五 6 月 5 日 台商如何利用OBU強化財務調度 楊聰權 日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六 6 月25日 傳統產業與高科技產業之結合互補 陳　彬 「我的上海經驗」等書作者

七 7 月31日
如何取得大陸「廠地」「農地」

曾文雄 陸委會台商張老師
「林地」及擔保融資

八 8 月21日 台商進軍大陸物流業的策略佈局 袁明仁 華信國際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九 9 月25日
拓展大陸市場連鎖店與加盟體系

李孟熹 群泰企管顧問公司董事長
之問題與挑戰

十 10月28日 大陸近期嚴厲查稅與台商因應之道 梁再添 致遠會計師事務所指認會計師

十一 11月29日
大陸投資新審查機制、補辦許可

黃慶堂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執行秘書
作業及大陸經貿科技人士來台解析

十二 12月27日 大陸市場預防呆帳與收款實務 羅南建 海峽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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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服務工作

（一）前言

由於兩岸法律制度不同，隨著開放兩岸交流而衍生的法律事件紛至沓

來，如何建立開放民間交流後之法律秩序及增進兩岸法律制度之了解，實

為重要工作。

自八十年四月九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本會簽訂「委託契約」以來，

迄九十一年底止，十一年來，政府委託本會辦理之事項計七類七十七項。

其中與法律服務業務有關之事項多達五十七項，包括：大陸地區文書（含

身分）驗證事項、糾紛處理、犯罪防制⋯等，佔全部委託事項的百分之七

十四。為妥善處理上述委託事項所進行之兩岸兩會事務性協商，如偷渡犯

遣返、漁事糾紛處理⋯等議題，亦由法律服務處負責規劃並辦理。

而為協助兩岸人民了解兩岸有關結婚、探親、投資、旅遊等相關法令

規定，及最新立法動態，以確保人民合法權益，本會自成立以來，即設有

法律諮詢服務為民眾解答法令疑義。九十一年間，法律諮詢服務案件包括

書面答詢、櫃檯服務以及電話解答等，總數高達129,233件，較九十年

135,873件減少6,640件。

（二）文書驗證與查證

本會文書驗證業務逐年增加，每週平均收件數達2,000件以上，已成

為經常且繁重之業務。為提昇服務品質及效率，除實行「馬上辦」、「扁

平化作業」及「中午不休息」等便民措施外，為確保文書驗證之真實性與

當事人之正當權益，對於申請驗證之大陸地區公證書嚴格審核，並與相關

機關密切配合，以保障兩岸人民合法權益。

九十一年向本會申請驗證之大陸地區公證書正本計66,546件，較九

十年的57,779件增加8,767件；大陸各公證員協會寄來之公證書副本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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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36件，較九十年的76,051件增加7,485件；而本會據以完成驗證之件

數則為63,735件，較九十年的53,787件增加9,948件。以類別來分，婚姻

類公證書之成長情形最為迅速（如圖一、二）；以省別來分，福建、廣東

及湖南分佔前三名（如圖三）。而自台灣地區各公證處寄來之公（認）證

書副本則高達74,469件，較九十年的64,868件增加9,601件。

海基會收受大陸地區公證書正本分類統計圖 

繼承 

收養 

婚姻 

出生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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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定居 

扶養親屬 

財產權利證明 

稅務 

病歷 

經歷 

專業證明 

82年   83年   84年   85年   86年   87年   88年   89年   90年   91年 
6-12 
月 

大陸地區婚姻類公證書統計圖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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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法及行政協助

兩岸法治分別發展，使得兩岸人民分別隸屬不同之司法及行政管轄。

隨著交流頻繁，牽涉兩岸民、刑案件日益增多，如何在對方送達司法文

書，以使案件如期開庭，順利進行；如何在對方進行證據調查，以利發現

真實、終結審理，均須兩岸相互協助，始可達成。

八十二年四月底在新加坡舉行之「辜汪會談」，已將「兩岸司法機關

之相互協助」納入年度磋商議題，雙方並就此議題於八十二年八月之北京

會談及十二月之台北會談交換意見。八十三年八月八日「焦唐會談」共同

新聞稿中，雙方同意儘速進行本議題之商談。未來兩岸若能就此簽署協

議，建立制度化之互助管道，當可避免目前諸多案件因在對岸查證困難致

久懸未結之情形，亦可杜絕兩岸不法之徒心存僥倖。

本年度本會辦理受託司法行政協助業務部份，不論係文書送達或證據

調查等業務，本會均積極協助辦理。對於訴訟文書之送達，除交郵政機關

以航空掛號郵寄當事人外，並個案函請大陸地區人民法院協助送達；本會

更主動逐月向台北八十一支局查詢郵件寄送情形，以利案件儘速審結，目

前結案率可達九成。

大陸地區公證書副本發證省份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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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九十一年度本會受理司法文書送達案件共5,314件，較九

十年3,222件增加2,092件，成長約64.92﹪；本會協調我方法院協助大陸

法院送達訴訟文書予台灣地區當事人共47件。惟因兩岸尚未就司法協助簽

署協議，雙方尚未相互提供協助公示送達。對此，本會亦建請我方主管機

關考量，如我方法院能先協助大陸地區法院公示送達，似能漸進促使兩岸

法院建立司法文書公示送達互助之模式，亦有助於兩岸簽訂司法文書送達

互助協議。

有關調查證據部份，本會均依協查事項之性質，分別函請大陸地區法

院、台辦或其他相關業務單位協查。如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為防範不法行

為，函請本會協查八十九年迄今持大陸駕駛證換發我方駕照之汽、機車駕

照計340餘件之大陸駕駛證真偽，經本會查復，計有205件係假證。該局

隨即函送刑事警察局偵查，現全案已移送板橋地檢署偵辦。

因司法行政協助案件涉及較敏感之法律主權問題，案件雖經本會多次

函催，大陸方面往往以退件或各種消極理由，拒絕提供協助。根據統計，

九十一年度本會函請大陸方面協助調查證據案件共181件，較九十年155

件增加26件，大陸查復22件，函復比率約12﹪。

辜董事長來會視

察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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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糾紛調處

兩岸目前並無共同解決糾紛之制度化模式，惟本會自成立以來，即非常

重視解決交流所衍生之各種糾紛，期建立交流秩序，解決兩岸人民之困難，

使兩岸關係朝向良性互動方向發展。

目前本會協助兩岸民眾處理之糾紛事件，包括經貿、旅行、智慧財產

權、漁事、大陸船舶侵入我方水域所引起之驅離糾紛及大陸公務船舶攔檢我

方船舶糾紛等。本會依「辜汪會談共同協議」，已就「協商兩岸海上漁事糾紛

之處理」議題與海協會先後進行七次協商，惟尚未簽署協議。至於糾紛調處

之個案方面，本會均視具體情形積極處理。

九十一年由本會處理之兩岸漁事糾紛計24件，如我方漁船「佳興16號」

與大陸「閩長漁4041號」發生絞網糾紛；我方「旺義隴88號」遭大陸海關船

艦登船檢查；我方「金輝號」船長及船員遭大陸邊防拘留；以及大陸「閩莆

漁2075號」漁船入侵我方海域，涉嫌使用三層網不法漁具作業，並捕捉保育

類動物綠蠵龜等。本會除均依主管機關之委託函告海協會相關案情外，並請

大陸方面宣導當地漁民以理性和平方式處理漁事糾紛。

（五）海難搜救與人船協尋

對於兩岸間發生之海難事故，本會均秉持「生命重於一切」之原則，立

即協調相關單位給予援助。本會自八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受陸委會委託處理海

難搜救與人船協尋以來，均以書面或電話方式，立即聯繫海協會，以期確保

人命安全。通案方面，就本會與大陸救難單位直接聯繫、兩岸合作海上搜救

等事宜，尚待與大陸方面協商。個案方面，本會均積極請大陸海協會、行政

院國家搜救處理中心及中華搜救協會等單位協處。

九十一年本會共處理11件有關我方及大陸船舶之海難搜救及船舶協尋事

件，如我方「元勝2號」漁工船因船艙失火，情況緊急，經我方前往救援後，

一共救起了127位大陸漁工及五位越南籍漁工；又大陸「海達105號」砂石船

在金門料羅灣口失去動力，經我方前往救援後，一共救起了15位大陸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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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兩岸共同防制犯罪

目前本會處理的兩岸共同防制犯罪事件，包括劫機、偽造人民幣、綁

架勒贖、走私、緝毒、犯罪資料交換、海上糾紛之刑事案件及人犯遣返

等。本會曾就「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員遣返及相關事宜」與海協

會先後進行七次協商，惟尚未簽署協議。至於犯罪防制之個案方面，本會

均積極請海協會及大陸相關單位協處。

犯罪情資交換

本年本會處理之犯罪情資交換案件計21件，包括偽造信用卡案、偽

造文書案、販毒案、竊盜案、殺人案、詐欺岸、擄人勒贖案、查詢犯罪紀

錄等類型，本會均依據主管機關之來函請「海協會」及其他大陸相關單位

查明。

人犯遣返

為維護社會治安，本年本會依主管機關之囑託，函請海協會及相關單

位協緝遣返之我方人犯計51件，共135人，其犯罪類型包括走私、侵佔、

煙毒、強盜、詐欺、槍械、偽造文書、流氓、殺人、傷害、恐嚇、竊盜、

擄人勒贖、毀損等，惟效果不彰。另有其他重大通緝要犯，雖已由大陸方

面逮捕，而大陸方面仍遲遲不予遣返我方，亦不利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七）辦理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

八十二年四月廿九日，本會與海協會於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簽

署了「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並自同年五月廿九日起生效

實施。此項業務開辦以來，屢有寄件人依協議向兩岸郵政機關辦理查詢業

務。

經統計，九十一年本會寄送我方郵局航空及水陸郵件查單3,544件、

驗單40件，較九十年的2,713件增加831件，約成長30.6﹪；而大陸則寄

來航空及水陸郵件查單1,090件、驗單45件，較九十年的1,068件增加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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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約成長6.2﹪。本會均已即時洽請主管機關處理。另依協議第七條

「各自理賠」條款，本年我方負責補償38件寄往大陸地區但遺失之我方掛

號函件。

（八）維護大陸配偶生育權益

本年計有我方人民馬成雲先生等十三人向本會陳情指出，渠等之大陸

配偶因懷胎返回大陸時，遭到大陸相關單位人員欲強制墮胎、結紮、罰款

甚至發生騷擾、恐嚇等待遇。本會於接獲民眾陳情後，立即函請大陸有關

單位協助處理，指出兩岸通婚所生之子女依我方規定均可在台設籍，並不

影響大陸的計劃生育政策，更不會造成大陸人口負擔，大陸地區生育計劃

單位強制大陸配偶墮胎、結紮等行為已嚴重影響當事人權益，更造成兩岸

通婚之困擾，促請大陸有關單位正視兩岸特殊情況，對類此個案優予考

量，以維當事人權益。經本會繼續與當事人聯繫，均告稱經本會函請大陸

有關單位協助，渠等配偶生育問題均已獲解決，並表達對本會感謝之意。

（九）南區服務處業務

為建立南區服務處更完善之公文處理制度，訂定「公文處理要點」乙

種，內容包括：文書驗證、各機關來函及民眾信函、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

中心開會通知、會議記錄及發送之其他文件、各項統計資料、請購、驗證

收入及零用金申請結報、差勤、請假、加班，以及公文歸檔、調閱及銷毀

之處理要點，並自十月二十八日函告實施。

回顧一年來，本會南區服務處各項為民服務之業務量仍持續遞增，顯

見兩岸交流年復一年的熱絡，也充分展現同仁兢兢業業為民服務績效。茲

將過去一年，南區服務處受理民眾文書驗證暨現場各項諮詢服務統計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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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理公證書正本申請驗證後發給證明者，總計15,763件，較九十

年12,235件增加3,528件，成長約為28.83﹪。

2、櫃檯服務部分，總計16,467件，較九十年13,635件增加2,832件，

成長約為20.77﹪。

3、電話服務部分，總計16,576件，較九十年的21,725件減少5,149

件。

未來南區服務處將賡續持「以客為尊、精益求精、好還要更好」的工

作理念，讓民眾與南服處的接觸都能感到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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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旅行服務工作

（一）前言

民國八十七年九月迄今，兩岸關係雖呈停滯態勢，但民間往來並未受

影響；四年來，臺灣地區人民赴大陸地區之人次，或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之

人次，均有遞增，互動相當頻繁，致所衍生之事務亦日趨繁雜。本會旅行

服務處本人道之精神及服務之宗旨，年來除參與協處非法入出境兩岸人民

之遣送、遣返工作外，並儘力促進兩岸旅行交流正常發展，協助調處兩岸

旅行糾紛，建置「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不分日夜全年無休，積極處理

兩岸人民急難事件，切實完善對兩岸人民之服務，主動蒐集兩岸旅行相關

資訊，提供諮詢服務，增進兩岸人民對旅行事務之瞭解，以確保其人身與

財產安全。

（二）參與兩岸人民遣送、遣返工作之執行

受兩岸尚未恢復制度化協商影響，本會與大陸海協會有關「偷渡犯遣

返協議」，迄未完成簽署。因此，兩岸人民遣送、遣返之見證，仍由兩岸

紅十字會執行，本會則循例繼續參與並協助。本年計參與遣送作業九次，

共遣送非法來臺大陸地區人民一、四○二人；另參與自大陸遣返我方人民

二八人。

大陸對執行遣返作業並不積極，年內一至四月、四至十月均未執行遣

返作業，其間隔時間長達三個月至六個月，累計待遣送之人數曾高達一千

七百餘人，嚴重損害偷渡犯返鄉權利，也造成我方管理上之困擾。為此，

本會除曾函海協會要求早日接回偷渡犯外，並與主管機關研議主動積極遣

送之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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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證照逾期等大陸地區人民返鄉

來臺大陸地區人民因大陸證照逾期、遺失，或其在臺期間所生嬰兒

因無大陸證照，航空公司以無有效證照為由，均拒予搭載；而其本人由於

尚在臺灣，大陸境管部門亦不同意給予延期或換發證照，致滯留臺灣無法

返回大陸；不僅造成當事人與我方境管機關之困擾，且因逾期停留影響其

本人下次申請來臺之權益。本會接獲此類陳情案件，除立即協調大陸海協

會及香港、澳門地區航空公司協助當事人返回大陸外，並協調我方境管部

門酌予延長其在臺停留期限。

本年來臺大陸地區人民因上述原因向本會陳情，經本會協助順利返

回大陸之案件計一五二人。茲分類列表如下：

大陸地區人民非法來臺經緝獲收容、遣送比較統計表

年度 緝獲收容人數 遣送人數 尚未遣送人數（累計）

七十六年 762 760

七十七年 2,260 1,978

七十八年 3,384 3,664

七十九年 5,626 5,057

八十年 3,998 4,409

八十一年 5,446 3,445 2,409

八十二年 5,944 5,986 2,665

八十三年 3,216 4,710 570

八十四年 2,248 1,427 1,337

八十五年 1,649 2,250 720

八十六年 1,177 1,216 618

八十七年 1,294 1,121 741

八十八年 1,772 1,166 1,256

八十九年 1,527 1,230 1,451

九十年 1,469 1,948 871

九十一年 2,032 1,402 1,199

年度\類別 證照逾期 證照遺失 無證照 合計

91年 106 38 8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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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旅行交流工作

在兩岸旅行交流方面，今年受兩岸關係未見改善之影響，相關旅行交流

活動均被迫停辦。惟本會仍藉由各種形式參與兩岸民間的交流活動，派員與

來台參訪之相關旅遊協會等團體或個人會面，就兩岸旅行事務交換意見。

（五）兩岸旅行糾紛調處

本年本會處理之旅行糾紛有八件，例如：台北市「佳安旅行社」團員於

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遭北京「北疆旅行社」擅改行程、扣留「台胞證」三日

案，本會於七月八日續據「佳安旅行社」之請，再以海惠陸（旅）字第九一

—○一七三七四號函，第四度促請「海協會」儘速協調妥處，合理賠償我方

團員及旅行社之損失，以保障我方旅客及業者應有權益。

又如二月十七日大陸「珠海陽光旅行社」以曾任職台北市「藍天旅行社」

之人員積欠「珠海陽光旅行社」團費為由，強制扣留該旅行社羅姓及李姓二

名領隊「台胞證」，並限制行動，滯留在珠海市。本會接獲通報後，立即與

觀光局、台北市旅行公會、大陸相關單位及家屬保持聯繫。順利在二月二十

二日晚間營救被扣之羅、李二人，並安排二人於二月二十三日晚間平安經澳

門返抵中正國際機場。

（六）兩岸旅行資訊蒐集及服務

政府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二日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迄今已十五年，

其間兩岸關係雖曾有曲折，但兩岸人民的往來，大體言仍在緩步中推進；政

府亦適時地、持續地放寬兩岸交流各項規範，故兩岸文化、經貿、社會等民

間之交流年有成長。據統計，十五年來臺灣地區人民赴大陸地區之人數已逾

三千五百萬人次，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之人次亦逾八十五萬人次。本會為服

務民眾，除加強蒐集彙整兩岸相關旅行、出入境法令等資訊外，並適時提供

兩岸旅行業者暨民眾諮詢服務，本年總計接受民眾電話諮詢、信件及櫃檯服

務共五、六六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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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服務工作

協商、交流與服務是本會的主要工作，其中交流與服務工作自創會以

來一直佔有重要比例。由於兩岸經過數十年的隔閡，雙方人民對彼此制度

的了解相當不足，因而在交流的過程中常造成不便或衝突情事。再加上近

幾年來兩岸關係日趨複雜化，為建立交流秩序並便利往來，本會平時亦蒐

集最新相關資訊，俾為各界提供更周詳的諮詢、資訊及出版方面的服務。

（一）諮詢服務

除了各種法令規章必須配合兩岸互動的變化而修訂外，本會為方便民

眾諮詢並保障自身權益，自創會以來，即分就文化、經貿、法律及旅行等

項目，提供各界包括櫃台、電話及信件等三項諮詢服務。民國九十一年全

年相關各處服務件數統計如附表。

上述櫃台、電話及信件服務件數總計達154,475件，比九十年減少

13,022件，減幅7.8﹪。各類服務中，文化方面2,694件，佔1.74﹪；經貿

方面16,881件，佔10.93﹪；法律方面129,233件，佔83.66﹪；旅行方面

5,667件，佔3.67﹪。

櫃台服務 電話服務 信件服務 總 計

文化服務處 222 1,922 550 2,694

經貿服務處 1,249 14,348 1,284 16,881

法律服務處 38,026 61,255 29,952 129,233

旅行服務處 151 4,191 1,325 5,667

總 計 39,648 81,716 33,111 15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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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服務

鑒於各界對有關兩岸與大陸資訊之需求，本會成立之初，即致力於兩

岸相關資訊之蒐集工作，除設置資料室外，並有專人負責圖書之蒐集與整

理；為此，還曾兩度派員赴北京、上海等地蒐購圖書兩千餘冊，以充實典

藏。去年除採購本地出版圖書外，也透過香港購買大陸方面出版的書籍。

至九十一年底止，本會資料室計有藏書18,916冊，較去年增加769

冊，其中大陸出版圖書14,695冊，佔77﹪。另有中西文期刊計101種，大

陸出版者39種，約佔38.6﹪。報紙則有台灣、香港、大陸及國外中英文報

紙計十六種。剪報資料更是本會資料室一大特色，迄九十一年底，已收藏

各類剪報資料逾五十萬份。

資料室除供本會工作人員研究參考外，並對外開放，凡需查閱本會藏

書資料者，均歡迎隨時入內參考閱讀，資料室另提供有償影印服務。凡由

本會出版發行之刊物，讀者除了可向本會劃撥訂購外，亦可直接至本會資

料室洽購。

詹志宏副秘書長主持會內同仁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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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版

本會出版品分為叢書、手冊、特刊、論文、期刊、小冊、摺頁、年報

及法典等九類。九十一年出版的刊物有「交流」雙月刊、「兩岸經貿」月

刊、年報及叢書各一種。分別簡介如下：

「交流」雙月刊以報導有關兩岸互動的訊息為主，圖文並茂，係了解

兩岸關係的重要資訊。九十一年共出版六期，每期八十頁，內容包括熱門

話題、兩岸關係、國際關係、兩岸交流動態、法律專欄、海基會活動、台

灣焦點等。文字以中英文並列方式呈現。

「兩岸經貿」係有關兩岸經貿實務與法規報導月刊，菊八開，九十一

年共出版十二期，每期五十八頁，內容包括專題分析、經貿消息、台商經

營與活動、台商問答、兩岸與世界經濟、大陸投資經驗、稅務專欄、經貿

糾紛處理、經貿法規、經貿講座等，理論與實務並重，內容豐富，深受各

界重視。

本會自民國八十一年起每年定時彙集年度各項工作成果，編纂成年

報，除留下紀錄外，並提供各界參考。九十一年三月出版「海峽交流基金

會九十年年報」乙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