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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

好： 

今天承邀前來報告海基會業務概況，至感榮

幸。 

本會設立宗旨是接受政府委託及授權，協助處

理兩岸人民往來相關事務，業務核心是為兩岸民眾

在交流過程中提供必要的服務，尤其在民眾遇有緊

急需求時，能提供即時而有效的協助，以確保民眾

權益。 

去（110）年迄今受疫情影響，兩岸人民跨境

移動較往年大幅減少，但本會受理相關的服務需求

量依然頗為可觀，服務的項目與方式亦有所調整。

以下謹就去年迄今本會重點工作提出報告，敬請各

位委員指教。 

一、 持續關懷臺商子女及在兩岸留學學生 

(一) 協助完成大陸地區大學學測考場正常運作  

政府十分重視大陸 3所臺商子女學校應屆畢業

的高中同學及家長們關切的升學問題，110、111

年在兩岸疫情衝擊之下，本會從旁積極協調 3 所臺

校、教育部、陸委會及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大

考中心），在兩岸有關部門共同協力下，克服防疫

管制措施的種種限制，順利維持我方設在大陸地區

2 個大學學測考場正常運作，大幅減輕應屆畢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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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學及其家長在疫情下返臺應試的風險和負擔。 

學測完成後，應試同學還需接受各大學的面

試，基於防疫考量，本會主動建議教育部針對 3 所

臺校學生設立線上面試的大陸考場，幾經協調及獲

得機關各界全力協助下，線上面試得以順利完成。 

(二) 關懷 3 所臺商子女學校學生 

在大陸東莞、上海及昆山設立之 3 所臺商子女

學校（以下簡稱臺校），發展至今，學生涵括幼兒

園、小學、國中、高中，3 所臺校 110 學年度學生

人數已達 5,396 人，其中，國中以下學生計 3,732

人。 

對臺校學生之關懷與協助，為本會優先業務之

一。對於國中以下學生，本會受陸委會、教育部委

託，主要以推動認識臺灣、體認本地文化風俗民情

的工作為旨。歷年均利用寒暑假學生返臺的機會，

安排前往臺灣各地舉辦參訪，讓同學們親身探索臺

灣之美，增進對臺灣的認識。 

110 年新增建置軟體平臺，透過具有趣味性的

主題單元介紹、參與題庫競賽之遊戲機制，引導臺

商子女認識臺灣各縣市之美，彌補無暇親赴臺灣各

地實地體驗的遺憾，並為未來返臺生活就學的銜接

適應預作準備，計畫在本年 3 月間將第一版正式上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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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預計分 2 年擴充範圍至臺灣 22 個縣市，

納入特色伴手禮、庶民小吃與眷村美食、錢幣圖

案、鄉土語言等豐富元素，完整呈現臺灣多元文化

融合之內涵。 

(三) 關心來臺求學陸生學習及生活情形  

在北京當局全面限制其大學新生來臺就讀

下，目前仍有 4 千餘位大陸學生在臺灣各大學就

讀。本會持續透過各種管道關心大陸來臺學生的學

習與生活情形，除提供日常實用資訊，也親赴各校

拜訪陸生輔導部門，以隨時透過校方協助轉知陸生

面臨的相關問題，俾利本會及時協助尋求解決，並

適時表達政府之關懷。 

二、 因應中國大陸經營環境劇變，強化臺商服務 

(一) 協助臺商因應中國大陸經營環境劇變  

近年來，中國大陸政府陸續實施各種稅制、短

期要求提高工資、提高企業環保條件、推動「能耗

雙控」措施、民生及工業限電限產等事，加上美、

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擴散，造成中國大陸

整體經營環境急劇變化，對企業正常經營衝擊甚

大。去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即指出，今年中

國大陸經濟會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

弱」等三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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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地經營環境的改變，許多臺商積極思考

尋求應對方案，包括是否將未來擴充產線及產能的

地點，遷移至中國大陸以外地區，也有規劃結束在

大陸廠辦，移往他處尋求產業升級後繼續經營。  

政府為因應全球供應鏈轉移與國際情勢轉

變，推出「投資臺灣三大方案」，原本實施期限到

110 年底屆滿，本會許董事長代替臺商向政府轉達

希望酌予延長之意見，政府乃決定將該方案再延長

3 年，持續支持臺商返臺投資。  

本會也增加對大陸經濟環境的蒐集與研析，撰

成報告，透過期刊、網站及各種管道，提供臺商朋

友參考。此舉已獲致多數臺商回饋意見，表示相當

受用。 

(二) 籌組投資參訪團 赴各縣市了解投資環境 

本會去年曾籌組臺商投資臺灣參訪團，分赴屏

東、高雄、臺南、嘉義、雲林、彰化、臺中、新竹、

桃園、臺北等地，除邀請縣市政府介紹當地投資環

境，也安排參訪當地特色企業，交流在地的產業經

營心得、升級轉型及產業創新等經驗。另外，為貼

近臺商需求，安排參訪智慧製造技術驗證場域及內

科創新育成基地（t.Hub），邀請工研院、金屬中心

等專業技術輔導機構進行簡報，搭建臺商與科研機

構聯繫交流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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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臺商已先後通過獎勵申請、洽談投資或技

術合作中，對於本會扮演提供資訊、協調聯繫、諮

詢輔導的角色與成效，臺商紛紛表示肯定與讚賞。 

三、 建構兩岸婚姻家庭服務網絡即時提供關懷協助 

(一) 提供大陸配偶各項文書驗證及法律諮詢服務  

關懷兩岸婚姻家庭、提供在臺大陸配偶必要的

各項協助，為本會受政府委託重要業務之一，透過

與大陸配偶當面接觸的機會，提供更周全的協助。

從婚前申辦所需相關文件證明、婚後結婚公證書的

驗證，到來臺後為申辦在臺居留、定居的各項文書

驗證，都是本會的服務項目。 

其次，本會設有緊急服務專線、法律服務專

線，隨時接聽需要協助的大陸配偶陳情，再轉介中

央或地方相關主管機關提供協助。此外，本會聘有

57 位義務律師，為需要協助的大陸配偶提供專業法

律知識，以期確保其應有的權益。 

(二) 與陸配團體保持聯繫，即時提供協助  

目前居住臺灣之大陸籍（或原籍大陸）配偶，

人數已超過二十餘萬人，其中，絕大多數已融入臺

灣家庭，安居於臺灣社會各角落。然而，也有少數

人由於環境適應困難、與夫家相處產生摩擦，甚至

丈夫早逝等因素，以至面臨生活或居留身分等困

境，亟待及時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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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配偶居住在臺灣各地，大多數已融入臺灣

家庭與社會，並無集體化聯繫的現象，一旦有急需

協助事項，常會透過同鄉、朋友的關係尋求協助。

本會與數十個陸配團體負責人或幹部建立通訊群

組，形成服務網絡，一旦大陸配偶發生意外事件，

能夠第一時間獲悉，通報主管機關提供協助，並透

過大陸配偶的群組網絡安定渠等心情。去年發生

「0402 太魯閣號火車出軌事故」、「1014 高雄城

中城大樓火災事故」，分別透過民間團體、相關機

關等管道，獲悉有新二代或大陸配偶不幸罹難，於

第一時間表達關懷與慰問，並依家屬訴求，及時提

供相關協助。 

(三) 結合外部資源辦理關懷陸配活動 

為瞭解兩岸婚姻家庭的心聲與需求，近年來開

辦諸多關懷活動，帶領陸配及其子女認識臺灣各地

的文化與特色。為持續創新活動形態，集結更多外

部資源，合作對象由中央各部會及各地方法院，進

一步擴大至各縣市政府，妥善運用當地人際網絡資

源，強化與陸配團體的聯繫，傳達政府對兩岸婚姻

家庭的重視、關懷與服務。 

四、 維持兩岸民眾各項服務功能，盡力確保民眾權益 

(一) 24 小時緊急服務專線全年無休提供服務 

本會設立宗旨在於協助兩岸民眾解決交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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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面臨之各類問題，同仁始終堅守工作崗位，提

供民眾即時且必要的協助，110 年至 111 年 2 月底，

為民服務案件總數為 251,466 件。自民國 91 年起設

置緊急服務專線，24 小時均有同仁輪流接聽電話，

全年無休，為面臨緊急情況的兩岸民眾儘速且及時

解決問題，增進兩岸交流的正面作用。新冠肺炎疫

情期間，更顯專線的重要性。110 年至 111 年 2 月

底，緊急服務專線計接獲 3,266 通（平均每日超過

7 通），同仁均採取個案由專人全程服務到底之一

貫作業方式，盡力協處，維護民眾權益。 

(二) 全力協處各類民眾陳情案件  

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民眾面臨的問題，經

常需要兩岸主管機關共同設法協助，方能順利解

決。依據兩岸簽署的協議，以及本會與大陸海協

會、兩岸各級主管機關建立的慣例與默契，本會在

收受主管機關託付、民意代表轉交或民眾陳情後，

均立即向我方及對岸相關主管機關了解案情，再據

以提供協助，對於確保民眾權益至屬重要，對穩定

兩岸基層互動更具有實質意義。 

本會與 大院各委員及各級民意代表一向保

持良好互動，即時提供諮詢服務，並就個案進行協

處。110 年至 111 年 2 月底，計完成立委交付之服

務案件 139 件，包含文書驗證查詢及協助、兩岸人

民急難救助、臺商經貿糾紛等，對各類案件均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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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處，普遍獲致民眾肯定及支持。 

五、 持續提高服務量能，落實本會設立宗旨 

(一) 蒐整兩岸情勢，撰擬研析報告，提供決策參考 

為掌握兩岸整體情勢、提供政府決策及推動會

務參考，由本會同仁自行撰成大陸特定主題之情勢

研析報告，部分具專業性者則委託學者專家撰稿，

110 年至 111 年 2 月底，計已完成 130 篇，均送請

主管機關及本會董監事參考。 

(二) 強化資訊作業效率與資通安全 

在資訊業務方面，本會文書驗證系統建置初期

已導入副本掃描作業，為完善整體系統功能，110

年 7 月新增中國大陸公證書驗證案卷「正本掃描」，

有效提升民眾驗證作業的時效性，同時升級文書驗

證系統 Oracle 資料庫版本，確保系統內民眾個資

安全。 

在文書檔案方面，近年本會積極推動檔案業務

全面符合檔案法令規範，110 年迄今，本會已辦理

機密檔案清理 5,595 案 13,139 件、普通件檔案清理

1,532 案 23,937 件、「目錄彙送」案卷著錄 3,599

案、回溯建檔 1,503 件，另將檔案室機密庫房錄音

帶轉製成電子檔以及編修「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

分表」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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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民眾查閱資訊，110 年 1 月「海基會全

球資訊網」全新上線，除強化網站系統功能、簡化

網頁架構，並提供符合行動裝置網頁設計與結合社

群網路服務等，使用率大幅增加，有效提升為民服

務效能。 

六、 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業務 

自 105 年 5 月 20 日以來，陸方片面中斷兩岸

制度化溝通聯繫管道，惟本會依據兩岸相關協議，

持續就個案去函海協會及大陸相關主管單位，以維

護民眾合法權益，110 年 1 月至 111 年 2 月底，主

動函請海協會協助案件為 1,086 件。追蹤結果發

現，大陸海協會對多數本會去函，雖然沒有正式回

覆本會辦理情形，惟依據本會逐案追蹤了解，大陸

方面仍會提供個案協處。換言之，兩岸民眾的基本

權益，透過海基會、海協會的既定管道仍可獲得適

切的協助。 

海基、海協兩會交流往來，對促進兩岸良性互

動、累積善意、增加互信均甚有助益。現階段兩岸

交流互動雖受兩岸關係及疫情影響而減少，本會仍

秉持初衷，在疫情趨緩時，將在徵得主管機關同意

下，積極設法推動兩岸相關交流活動。 

 



 10 

結語 

本會接受政府委託授權辦理兩岸事務，力求切

合兩岸民眾之需要，妥慎、循序漸進開展相關業

務。未來，仍將在政府監督授權下，積極處理相關

業務，以更多元、更細緻的方式推動各項服務工

作，期使民眾的權益獲得更周全的保障，為民眾謀

求最大的福祉，促進兩岸關係良性發展。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