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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重要業務

一、辦理台生座談、研習、聯

誼活動

為加強提供台生服務及聯繫管道，

本會於2月2日辦理「台生寒假聯誼活

動」，8月3日、17日及10月5日分別邀

請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地台生團

體幹部舉辦台生聯誼工作餐敘，計99

人次參加，瞭解渠等在陸就學情形及就

業需求。

8月3日、17日，於本會2樓公亮廳辦理

「赴陸求學面面觀研習營」活動2梯次，共計

310人次參加，活動由張董事長主持，並邀請

陸委會、教育部等機關派員作政策說明並與

台生進行意見溝通，同時安排台生代表分享

在中國大陸就學、生活經驗，以協助新生對

赴陸就學及生活建立初步認識。

此外，為因應中國大陸開放申領「居住

證」相關問題，本會分與個別台生團體進行

約晤、座談及聯誼活動，以瞭解台生在各地

就學所面臨的不同情況，共計辦理16場次、

158人次參加。

8月3日，張董事長主持「赴陸求學面面觀研習營」第一梯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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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陸生座談、參訪、聯

誼活動

為加強對陸生聯繫與服務，呈現台

灣優質企業、文化軟實力，本會針對各

校陸生團體安排約晤、節慶聯誼、陸生

主題式參訪活動，並於活動中引入各地

旅行相關公協會等民間資源，讓陸生活

動呈現多元化樣貌，期使陸生在體驗式

活動中深刻瞭解台灣文化與價值內涵。

本會在各場活動中適時安排「與

海基會有約」聯誼活動，與陸生進行

即時互動，聽取意見，列為推動相關

服務之重要參考；此外，本會首度應

陸生團體邀請，與中國大陸各省市陸

生團體合作，相關活動計7場次、175

人次參與，簡述如下：

（一）5月8日、5月10日、5月11日

分三梯次辦理「陸生桃園市參

訪活動」：

前往桃園農業博覽會、源鮮農業生

物科技園區、高鐵探索館及華泰名店城等

地，計36位陸生參加。

12月6日，本會舉辦「陸生台東參訪活動」，張董事長與陸生在布農部落入口合影。

| 107年 年報15



（二）5月15日辦理「陸生新北市參訪

活動」：

前往野柳地質公園、法鼓山世界佛教

教育園區、朱銘美術館、鄧麗君紀念公園等

地，計29位陸生參加，蔡副秘書長主持「與

海基會有約」聯誼午餐，交通部觀光局北觀

處金副處長、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張榮

譽理事長共同參加。

（三）12月6日、7日辦理「陸生台東參

訪活動」：

張董事長、姚副董事長兼秘書長、劉

主任秘書等率37名陸生參訪布農部落、鐵

12月6日，張董事長與陸生共同參訪台東布農部
落，體驗射箭活動。

12月6日，張董事長與陸生共同參訪台東布農部落，欣賞原住民八部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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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村音樂聚落、鸞山部落等文化景點，並

於12月6日辦理「陸生慶生會」，由張董

事長主持，並致贈台東縣旅行商業同業公

會等單位感謝狀，活動氣氛熱鬧溫馨。

（四）12月21日辦理「陸生嘉義參訪

活動」：

姚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蔡副秘書長、

劉主任秘書等率37名陸生參訪曾文水庫、

故宮南院、檜意森活村等地，並假曾文水

庫觀景樓舉行「與海基會有約」聯誼午

餐，由姚副董事長兼秘書長主持，中華民

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蕭理事長陪同出席，

共同聽取陸生在台就學、生活相關情況與

心得經驗分享。

（五）12月26日辦理「陸生新北市參

訪活動」：

張董事長、蔡副秘書長、劉主任秘書

等率36名陸生參訪新北市三芝遊客中心、

李天祿布袋戲博物館、富貴角燈塔、北觀

處遊憩探索館等地，並舉行「與海基會有

約」聯誼午餐，由張董事長主持，北觀處

金副處長、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張榮

譽理事長陪同出席，共同聽取陸生在台就

學、生活相關情況與心得經驗分享。

12月21日，陸生嘉義參訪活動「與海基會有約」聯誼午餐中，姚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與陸生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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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會在農曆春節及中秋節前後辦

理3場次陸生聯誼活動，活動中本會扮演

跨校聯繫平台，促進各校之間陸生團體橫

向聯誼，協助渠等適應在台就學生活，共

計153人次參加。

此外，本會約晤各校陸生，分別接

待北京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政治大

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

台北科技大學等校陸生團體，並與富邦金

控、BiG行動夢想家基金會等單位就加強

陸生服務工作交換意見，共計15場次、

132人次參與。

三、辦理大陸台商子女「探索

台灣之美」夏令營

由陸委會、教育部指導，本會規劃主

辦、典創國際有限公司承辦的「2018大陸

台商子女『探索台灣之美』夏令營」，於7

月9日至28日在台中朝陽科技大學舉辦，計

有來自東莞、華東、上海3所台商子女學校

及中國大陸各省市就讀當地學校之國人子女

共606名學員參加。

此次營隊以台灣中部地區為活動地

點，研習課程包含「品格教育」、「正體中

文」、「台灣史地」與「食農教育」等課

本會舉辦「2018大陸台商子女『探索台灣之美』夏令營」於霧峰林家宅院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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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舉辦「2018大陸台商子女『探索台灣之美』夏令營」，張董事長及小朋友父母興奮坐在台下，期待小朋友的成果驗收。

熱血青春有活力的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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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戶外活動安排走訪苗栗台灣客家文化

館、興隆毛巾觀光工廠、台中國家自然科學

博物館、張連昌薩克斯風博物館、霧峰林家

花園等深具人文特色景點，使台商子女體會

台灣多元的文化風貌與在地風情，加深台灣

兒女愛鄉之情。活動圓滿順利、成果豐碩，

深獲肯定與好評。

四、辦理「大陸台商子女學校

教職員春節聯誼」活動

為感謝與慰勉大陸台商子女學校教

職員之付出與辛勞，本會於2月8日舉

辦「大陸台商子女學校教職員春節感恩

餐會」，邀請教育部、陸委會、台北市

教育局代表及東莞、華東及上海等3所

台商子女學校台籍教職員等約230人參

加，餐會過程熱鬧溫馨，氣氛良好。

五、參訪各校陸生輔導部門

為加強與各校聯繫，本年度「校園系

列活動」安排參訪世新大學，拜會校長並

與陸生及輔導人員交流意見，以瞭解陸生

在台求學及生活實際情況，並使各校更加

瞭解本會服務工作，本會亦適時納入各

校重要建議以充實服務內容；另透過社

群提供相關實用資訊，如學生實習、獎

學金、競賽等，並適時主動協助、回覆

各校輔導人員辦理陸生相關文書驗證、

入出境等問題。

本會攜手各校陸生輔導部門，服務工作加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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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協助辦理「2018BiG行動

夢想家夏令營成果發表

會」（BiG行動夢想家基金

會主辦）

BiG行動夢想家基金會在107年2月

寒假與本會首度合作辦理公益性質冬令營

隊，本會協助招募國立政治大學及淡江大學

陸生參與活動，並擔任音樂劇營隊志工，成

效良好；3月1日本會舉辦「台灣各校陸生

新春聯誼活動」續獲該基金會全力支持，分

享推動公益經驗與提供演出節目，頗獲陸生

好評。

為延續合作推動陸生參與公益活動，

BiG行動夢想家基金會在7月辦理「2018第

九屆夏令營隊」，計有創意插畫營、活力籃

球營、野鳥生態營、音樂劇營隊與聯合成果

發表會等5場活動，本會協助將營隊資訊發

布於本會微信「陸生群」，計有逢甲大學等

校20位同學報名並獲錄取擔任營隊志工。

7月15日BiG行動夢想家基金會在本會

2樓公亮廳辦理「2018第九屆夏令營隊—

聯合成果發表會」，姚副董事長兼秘書長

7月15日，本會協辦「2018 BiG行動夢想家夏令營成果發表會」，姚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為營隊中表現優異之學員頒發獎狀。

姚副董事長兼秘書長在「2018 BiG行動夢想家夏令營成果發
表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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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蔡副秘書長出席，計有250人到場觀賞。

七、成立「青年關懷專線」

政府對青年相關議題高度重視，為

配合政策提供平台，廣泛蒐集、瞭解赴大

陸就學、生活、就（創）業之青年所遭遇

之問題及相關動態，並因應兩岸新情勢積

極作為，本會乃規劃設置「青年關懷專

線」，以提供全方位的聯繫與服務，並表

達政府對台灣青年關懷之意。10月5日本

會舉辦「青年關懷專線」啟用儀式，由張

董事長主持，陸委會邱副主任委員、教育

部姚政務次長，以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內政部移民署等政府單位代表共同出席，

本會並邀請38名台生、台青參與活動。

本會「青年關懷專線」號碼為02-

21757047，諧音為「聽您事情」，藉以

傳達本會關懷之意，無論上班時間或夜

間、假日時段，均有同仁輪值接聽，提供

周全的服務。

八、辦理緊急服務專線接聽及

旅外簡訊發送

本會「緊急服務專線」（ 0 2 -

25339995）於91年設立，對兩岸民眾遭

遇之人身安全等緊急事件提供全年無休、

24小時的即時服務；陸委會自103年12月

起，針對赴大陸、香港、澳門之民眾主動

發送旅外安全簡訊，將本會、陸委會駐港

澳辦事處之緊急專線號碼與服務訊息提供

民眾參考運用。

107年緊急服務專線全年接聽民眾來

電共6,235通，其中屬於緊急案件計2,790

通，顯見兩岸民眾遇有緊急狀況，本會

「緊急服務專線」為渠等尋求協助、最具

公信力的重要管道。

九、協處花蓮地震自由行大陸

旅客傷亡事故

107年2月6日深夜23時50分，花蓮

地區發生規模6.0地震，花蓮市震度高達7

級，部份飯店、民宿、房舍倒塌，造成人

員嚴重傷亡事件，大陸籍來台自由行旅客

計9人罹難、6人受傷。

本會獲悉消息後，立即啟動緊急協

處機制，成立專案小組並召開工作會議；

與陸委會、觀光局、移民署、中央災變中

心及旅行公會全國聯合會等單位保持聯

繫，瞭解大陸籍人士傷亡情形並協調處理

各項善後事宜；派員探視與慰問傷患及家

屬；相關情形即時通報中國大陸海協會；

協處家屬與陸方人員來台手續及入出境通

關；指派專人全程陪同各罹難者家庭處理

善後；全程派員進駐花蓮應變中心積極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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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理相關事宜。此外，大陸各地台商協

會、公司、文教團體及個人透過本會代收

代轉之捐款，計新台幣1,493萬3,120元，

本會均匯交衛生福利部依指定用途統籌處

理，其中兩筆捐款計新台幣40萬元，指定

作為本會協處傷亡陸客善後相關費用。

另，本案發生後，本會即依「兩岸公

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建置之緊急聯繫與協

處機制，將9名大陸籍不幸罹難旅客資訊通

報大陸司法部所屬中國公證協會，並依罹

難者身分，通報福建省、廣東省及北京市

公證協會，同時協調花蓮公證機構辦理死

亡證明等文件認證事宜，並指派專人向每

位家屬說明所需辦理之相關公證書及文書

驗證程序，並積極協調大陸相關省（市）

公證協會協助家屬辦理所需親屬關係公證

書及委託書公證書，並以專案列管方式追

蹤公證書辦理進度，協助罹難者家屬順利

領取花蓮縣政府發放之死亡慰問金。

十、辦理大陸台商三節聯誼活動

（一）「2018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

2月21日，本會於台北圓山大飯店舉

辦「2018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參

加人數計479人，其中台商協會代表人數

225位（包括會長及榮譽會長90位）。由

於2月6日深夜花蓮發生地震，為悼念震災

中罹難的同胞，在活動開始前特別安排默

2月21日，本會於台北舉辦「2018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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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張董事長主持「大陸台商端午節分區座談聯誼活動」。

哀儀式；蔡總統親臨主持新春團拜並致詞勉勵台商。

（二）「2018大陸台商端午節分區座談聯誼活動」

本會於4月2日（台北）、4月3日（台北）、4月30日至5月1日（金門）、6月15日

9月25日，本會舉辦「2018大陸台商秋節座談聯誼活動」，張董事長偕同台商參訪工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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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6月19日（新竹）辦理5場次分區座談活動，邀請主管機關、縣市政府及相

關團體共計261位貴賓共同參與，並以講座、參訪、座談、聯誼餐敘等方式搭配辦理。

各場次活動由主辦單位首長致詞揭開座談序幕，並舉行聯誼晚宴，邀請陸委會陳明通

主任委員蒞臨，多數台商對本會端午節座談活動改變辦理形式表示肯定，並提出寶貴

建議，活動現場氣氛熱絡。

（三）「2018大陸台商秋節座談聯誼活動」

9月25日，本會在新竹舉辦「2018大陸台商秋節座談聯誼活動」，參加人數計449

人，其中大陸台商代表216人，國內工商團體及新竹地區台商代表56人。活動上午參訪

海陸兩會與相關部會主管於座談中回應台商問題與建議。

張董事長於晚宴前致詞。 陳副總統蒞臨晚宴，致詞勉勵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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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光復院區，下午舉行台商座談，並

進行「CRS下台商境外資金的困境與採行

合宜課稅措施的看法」、「境外資金匯回

是否課稅之說明」等2場專題簡報；聯誼

晚宴邀請陳副總統蒞臨致詞勉勵台商，活

動中首度安排陸配團體表演，現場氣氛熱

鬧，獲出席人員高度肯定。

十一、辦理「花現台中-海基會

台商聯誼活動」

11月26日至27日，本會在台中地

區辦理「花現台中 -海基會台商聯誼活

動」，安排參訪中部智慧製造試營運場

域、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等地，由張董事

長主持，計有大陸台商協會代表及本會台

商財經法律顧問共60人參與。

十二、辦理「海基會與姊妹有

約-大陸女性台商茶敘聯

誼」

9月26日，本會於新竹縣新埔鄉南園

人文客棧舉辦「海基會與姊妹有約-大陸

女性台商茶敘聯誼」，安排參觀金漢柿餅

教育農園，計有福州、東莞、廈門、濱州

9月26日，本會在新竹辦理「海基會與姊妹有約-大陸女性台商茶敘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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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姚副董事長兼秘書長在「花現台中-海基會台商聯誼活動」中與台商共進午餐。

11月26日，本會在台中地區辦理「花現台中-海基會台商聯誼活動」，參訪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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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台商協會婦聯會、牽手之家成員和女

性台商代表共18人參與，張董事長和與會

者暢談女性在大陸生活甘苦與打拼過程，

氣氛融洽而溫馨。

十三、邀請大陸台商返台參加

國慶活動

為慶祝國家重要慶典，10月10日上

午，本會邀請大陸台商代表返台參與國慶

觀禮活動，計54名台商參與。會後張董事

長以午宴接待觀禮台商代表，互動熱絡，

有助凝聚台商向心力與認同感。   

十四、廣泛蒐整台商對資金返

台、美中貿易戰及居住證等重

要議題意見提供政府決策參考

為瞭解台商在大陸經營與生活問題，

協助反映意見並設法解決，本會除辦理例

行三節活動外，平日亦積極規劃小規模座

談、約訪或餐敘，以增進與台商之互動交

流。例如瞭解台商對於美中貿易戰、資金

返台及居住證等重要議題意見，本會除持

續蒐集相關議題最新發展動態及對國內產

業影響，並委託專家學者進行深入的研

究，及時研擬相關專案報告，或撰擬專文

刊載於本會兩岸經貿月刊及所屬網站，以

提供台商作為經營決策參考，另藉由辦理

相關座談會與問卷調查，廣泛蒐集台商意

見及遭遇的困難，即時提供政府相關機關

作為決策參考，同時也視況邀請主管機關

代表說明政府對相關政策的態度與立場，

化解台商疑慮。

10月10日上午，本會邀請大陸台商代表返台參與國慶觀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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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委託學者專家辦理專案

研究

為了深入瞭解台商在大陸投資的現

況、問題及發展趨勢，本會於107年委託

專家針對「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台商影

響及未來投資生產佈局變化與因應建議」

進行短期研究，研究報告已送主管機關參

考，相關建議本會已納入研究規劃，期能

逐步落實於本會台商服務工作，協助台商

做好因應準備。

另為了解亞太新情勢對兩岸在區域

架構下互動構成的制約因素，以及陸方

十九大後之對台佈局以及我方面對新情

勢之因應策略，本會委託國立中正大學

辦理「亞太新情勢下兩岸互動策略之研

究：台灣之『新南向』vs .中國大陸之

『一帶一路』之研究」，研究報告已送

相關主管機關參考。

十六、創新關懷兩岸婚姻親子

活動型態

為創新本會「兩岸婚姻親子關懷服務

活動」形式，自106年11月起，本會依陸

配團體反應之需求，陸續與陸委會及各地

方法院共同舉辦「逗陣繞法院」活動，讓

陸配團體負責人及幹部深入體驗司法實務

運作，學習善用法律資源，瞭解如何保障

自身權益。107年3月及8月，分別在台中

3月30日，本會、陸委會與台中地院共同舉辦「逗陣遶法院暨陸配團體座談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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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配婆婆媽媽們在「桃園農業博覽會」看到懸浮在半空中的草莓園，驚呼不可思議。

5月9日，本會與桃園市政府等單位合辦「海基會與婆婆媽媽有約-母親節感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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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彰化辦理「逗陣繞法院」活動， 6月則

在澎湖舉辦大型「逗陣繞法院暨澎湖陸

配關懷訪視活動」，實地瞭解離島陸配

婚姻家庭狀況、生活需求以及社會適應

情形，陸配參與踴躍且反應極佳。

另為傳達政府關懷的暖意，以及

讓活動更多元化，本會於107年5月9日

母親節前夕，與桃園市政府等單位合辦

「海基會與婆婆媽媽有約-母親節感恩之

旅」，帶領陸配及其婆婆或媽媽瞭解台

灣文化與特色；在中秋節前夕，也邀請

陸配團體負責人及陸配表演團體成員參

加本會「2018大陸台商秋節座談聯誼活

動」，提前歡度節慶。

十七、協處普悠瑪列車出軌事

故案

107年10月21日普悠瑪列車出軌事

故案中，有2名陸配分別受到輕、重傷。

本會接獲訊息後，即致電關懷輕傷陸

配；對於重傷陸配，除第一時間聯繫家

屬，表達政府關懷與慰問外，並就家屬

所提訴求，積極協調相關機關協處後續

事宜，同時協助陸配之大陸家屬來台，

並派員陪同至羅東聖母醫院探視，且持

續與家屬保持聯繫，表達本會關懷，視

情提供必要協助。

十八、協處國人李明哲先生遭

中國大陸判刑案

106年3月間，李明哲先生進入中國

大陸後失聯，嗣遭陸方以「涉顛覆國家政

權罪」限制人身自由。案發後，對於家屬

所提各項訴求，本會均盡力協處，並依陸

委會指示，派員陪同家屬赴陸聽審、聽

判，並協處相關事宜，同年底，李明哲先

生發監至湖南省赤山監獄執行。

為彰顯政府關切本案後續發展之

決心，本會依陸委會囑託，自107年3

月起，計6度陪同李明哲先生配偶李凈

瑜女士赴陸探視，並委請長沙當地台

商協會提供相關行政支援，基於當事

人與家屬應有權益之保障，本會將持

續密切關注本案，積極配合政府授權

與委託，盡力提供家屬相關協助，完

成政府交付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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