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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108年大事記

二、本會108年服務案件統計

三、本會歷年服務案件統計



108年，世界局勢產生很大的變

化，尤以美中貿易戰影響深遠，兩大強

權在金融、貿易、科技等各方面相互爭

鋒，為世界經濟帶來不確定性，台商面

臨嚴峻的挑戰。今年的重大事件還包括

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及「六四事件」

30周年，雖然相隔30年，但都是為了

爭取民主與人權、捍衛自由，這是人類

始終不變的普世價值。

蔡總統上任以來始終堅持和平穩

定、不挑釁、不冒進的政策立場，亦多次

呼籲北京當局在「和平、對等、民主、

對話」立場上，重啟兩岸良性互動，化

解分歧繼續對話，共同尋求互動的新模

式，共同維繫兩岸和平穩定發展。

海基會是兩岸交流互動的最前線，

也是政府唯一合法委託處理兩岸業務的

組織，我們除了忠實執行各項政府交辦

委託業務之外，也即時反應兩岸密切交

流所衍生的各項問題，並在既有的基礎

上，積極創新業務辦理方式並持續擴展

服務層面，精進提升服務品質。

在台商服務方面，今年端午台商座

談，有許多新安排，例如：在台南安排

「與部長有約」時段，讓台商以輕鬆方

式與經濟部沈榮津部長面對面交流，許

多台商對回台投資很有興趣，並成功通

過審核。作為服務台商的重要平台，我

們提供有意返台投資台商快速正確的訊

息服務，也努力促成「境外資金匯回管

理運用及課稅條例」等修法，並接洽工

研院等機構，協助台商進行產業轉型升

級，提供最實質的協助。

關懷兩岸婚姻家庭一直是我們的重

點服務工作，今年初舉辦「關懷陸配親

子春節活動」，蔡總統特地來到現場，

關心陸配在台灣的生活情況，讓她們瞭

解政府非常重視新住民的權益，總統強

調「海基會就是大家的娘家」，有問題

只要反映，政府都會全力協助解決。

為讓陸配感受到政府與本會的重視

與用心，今年舉辦法院參訪，幫助陸配

善用司法資源保障自身權益，也與客家

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等機關合作，

透過多元活動讓陸配深入體驗台灣民俗

文化之美；我們也主動到偏鄉關懷訪視

陸配，傾聽她們的心聲或邀請她們參訪

海基會，透過交流增進情誼，讓她們感

受到海基會永遠是陸配的「後頭厝」，

最堅強的後盾。

在加強服務兩岸青年方面，除定

期舉辦台青、台生座談會，也辦理小

張董事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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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陸生聯誼活動加強與兩岸青年學

子的聯繫。去年建置「關心您，聽

您事情」青年關懷專線（02-2175 -

7047），為青年學子提供全天候諮

詢，如有問題，「海基會」在第一時

間提供最即時服務。

今年1月「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

在資通安全責任等級方面，本會經行政

院評定為「A級之特定非公務機關」，

本會接受政府委託處理文書驗證等業

務，目前已累計近200萬筆個人資料。

為強化資訊安全且符合國家資通安全標

準，完成建置「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並

通過公正第三方審驗，我們也進行網路

設備、伺服器主機等安全性檢測，以及

軟、硬體更新或升級，增加駭客攻擊防

禦能力，避免資訊外洩並維持資安防護

措施的有效性，確保業務順利運作。

總結這一年的會務成果，海基會

同仁持續秉持專業、認真、敬業的工作

精神，不斷精益求精，加強服務效能，

從影響兩岸民眾切身權益的文書驗證服

務、協助緊急服務事件與台商人身安全

事件等，都受到民眾肯定，這是對海基

會全體同仁努力工作最佳的鼓勵，也對

維持兩岸關係的和諧、增進雙方人民的

了解，有著深遠且正面的意義。

海基會作為兩岸溝通的橋樑，

在兩岸關係關鍵時刻角色更為重要。

展望未來，我們更將自我惕勵，持續

加強各項服務的質量，堅守替兩岸民

眾服務的初衷，以「有求必應」的態

度，竭盡全力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

促進兩岸和平與穩定繼續努力。

61 0 8年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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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80年創會，28年來，務實

配合政府政策，縝密執行政府委託的各

項任務，持續推動兩岸交流，為兩岸民

眾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面對兩岸情勢的變化起伏，海基會

同仁始終堅守崗位，同時因應兩岸民眾

的需求，持續優化、創新相關業務。

108年業務推動成果豐碩。在文教

業務方面，為加強服務兩岸青年，舉辦

台生研習營、陸生主題式參訪等活動，

透過多元、深度交流的方式關懷青年在

就學、生活、就業所面臨的問題；用心

深化與青年社群互動，透過微信、Line

等通訊群組，便利台生、陸生尋求協

助，讓兩岸青年感受到本會服務的用心

與熱忱；此外，為使長年身處海外的台

商子女深入了解台灣的多樣風貌與人文

之美，今年舉辦第16屆「大陸台商子

女夏令營」，由於課程設計活潑實用，

兼具知性與感性，深受學員喜愛，也獲

得家長的高度肯定。

本會是服務台商的重要平台，除與

大陸各地台商協會的日常聯繫外，每年

三節均邀請台商協會負責人返台參加聯

誼活動。4月至6月分別規劃在台北、

台中、宜蘭及台南辦理小型台商座談

聯誼活動，除進行交流座談聆聽台商心

聲，並依活動當地縣市環境與特色，安

排參訪、考察、專題演講、投資環境簡

報，提供台商返台投資必要的資訊，同

時也將台商的意見反應給政府相關單位

參考。此外，面對國際及兩岸情勢的變

會務及業務概述

陳建仁副總統與大陸台商子女「探索台灣之美」夏令營台商子女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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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舉辦42場「兩岸經貿講座」、24

場「台商諮詢日」活動，協助台商瞭解

大陸最新法令，提醒投資應注意事項，

避免發生經貿糾紛，為台商經營提供免

費、專業、優質的服務。

在法律服務方面，致力提高文書驗

證效率、縮短民眾等候時間，同時加強

同仁專業能力與服務品質，均獲得各界

好評，108年受理並完成驗證的案件計

8萬9,283件，充分滿足兩岸文書流通

使用之需求。

兩岸婚姻已逾34萬對，取得台灣

身分證的大陸配偶也超過12.5萬人，

為體現多元服務、時刻關懷的精神，

本會除設置「兩岸婚姻親子關懷專

線」，並透過「逗陣繞法院」活動，

幫助大陸配偶瞭解並善用司法資源，

舉辦各類型參訪活動，以輕鬆、活潑

陳建仁副總統與大陸台商子女「探索台灣之美」夏令營台商子女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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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帶領大陸配偶與家屬體驗台灣

風土民情。此外，也積極配合移民署

「行動服務列車」活動，實地訪視大

陸配偶生活狀況與需求，並提供必要

的協助，讓大陸配偶及其家庭感受到

政府與本會關懷照顧的美意。

為迅速協助民眾解決人身安全等急

難事件，於91年4月設立24小時全年無休

的「緊急服務專線」，提供兩岸民眾即

時諮詢，扮演民眾權益的「守護神」，

普獲肯定與嘉勉。108年共接聽5,117通

電話，其中屬於緊急案件計3,465件，功

能無可替代。

國人赴中國大陸經商旅遊頻繁，近

年來逾期居留或因故滯流無力返台，以

及遺失護照、台胞證之案件日益增多，

為協助國人返鄉與家人團聚或安置，除

透過大陸台商協會及其他管道就近提供

急難救助，並洽請警政與戶政系統尋找

家屬、協處兩岸證件與入出境手續、聯

繫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協助安排等，

全力協助國人平安順利返台並視個案需

要進行後續就醫及安置事宜。

在資訊業務方面，公文管理系統使

用已逾17年，亟需汰舊升級。為提升系

統功能、精簡公文流程，108年12月完成

1月24日，舉辦「關懷陸配親子春節活動」，蔡總統、陸委會陳主任委員、張董事長與陸配親子手捧金元寶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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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公文系統」委外開發改版建置，

包含整合公文電子交換、文件製作、流

程控管、公文稽催、線上簽核等功能，

進一步提供同仁便捷、穩定的資訊作業

環境，有助整體行政作業效率升級。

依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

法」，本會資通安全責任等級經行政院

評定為「A級之特定非公務機關」，為

符合「資通安全管理法」及其子法規

定，已完成建置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並獲得國際公認第三方驗證機構「英

國標準協會」的資安認證，核發 ISO/

IEC27001：2013國際標準驗證證書，

有效強化、監控、維護本會資訊安全，

確保本會業務持續營運。

回顧108年，本會密切配合政府政

策，積極不懈推動各項會務工作，因應

兩岸情勢與民眾需求，建構全方位服務

機制，成效良好。未來，將惕勵前行，

銳意創新，以民眾需求為導向，在各項

業務與活動上精益求精，提供兩岸人民

最好的服務，並在政府的授權下，積極

開啟兩岸機會之窗，優化服務，強化交

流，營造兩岸友善空間。

11月5日，本會獲「英國標準協會」核發ISO／IEC27001：2013國際標準驗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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