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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商方面

（一）兩岸兩會第九次高層會談

101年8月兩岸兩會在台北舉行第八次高層會談，雙方同意以ECFA後續協議包括服務貿

易、貨品貿易、爭端解決等為主，任何一項達成共識，即可簽署協議，雙方也同意將服務貿易

協議列為後續會談優先簽署的議題。雙方議題主管機關官員在兩會聯繫安排下，密集進行業

務溝通，因涉及領域十分廣泛，問題複雜，歷時2年多，終於獲致相當程度共識。嗣經聯繫安

排，兩岸兩會於102年6月14日下午，於本會2樓公亮廳，舉行副董事長層級第一次「預備性磋

商」，由本會高孔廉副董事長與大陸海協會鄭立中常務副會長分率兩會協商團隊就相關議題進

行磋商，除就「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文本與附件進行核對，並就協議簽署後之落實執行事

宜交換意見；同時決定第九次高層會談訂於6月21日在上海東郊賓館舉行。

1.會談行程

6月18日，本會馬紹章副秘書長率先遣團赴上海，進行相關先期準備工作。6月20日上

午，本會林中森董事長率我方協商代表團搭機飛抵上海，全團於6月22日下午返抵國門，期間

重要行程安排如下：

（1）預備性磋商：6月20日下午3

時至4時30分，本會高副董事長與

海協會鄭副會長就「海峽兩岸服務

貿易協議」後續實施準備工作及第

十次會談議題、協議檢討及其他關

切議題具體交換意見。

6月14日，兩會第九次高層會談預備性磋商，高孔廉副董事長
與鄭立中副會長握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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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層會談：6月21日上午9時至11時20分，本會林中森董事長與海協會陳德銘會長進行會

談。雙方除確認將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就金門用水問題達成共同意見，並針對協

議執行中雙方關切議題、下次會談議題等交換意見。

（3）簽署協議：6月21日下午2時，兩會領導人正

式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隨後，兩會公

布協議文本。

（4）中外記者會：6月21日下午2時30分，本會與

海協會協商代表團先後召開中外記者會，說明本次

會談的意義與成果。

（5）會見：6月21日下午4時，大陸國台辦主任張

志軍於上海東郊賓館會議中心會見我方協商代表

團。6月21日下午6時，大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於上海西郊賓館會見兩會協商代

表團。

6月21日，兩會領導人在會談前握手致意。

6月21日，林董事長會見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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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會談之意義與成果

（1）落實兩岸制度化協商，繼往開來，再創新局

「兩岸兩會第九次高層會談」係兩會新任領導人上任後，兩岸首次舉行正式會談，並簽

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代表兩岸制度化協商持續穩定運作。五年多來，兩岸共簽署19

項協議、發表2項共識、3項共同意見，透過各項協議，建立雙方互動機制，是雙方「互不承認

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具體實踐。未來，兩岸制度化協商將「繼往開來，再創新局」，推動

兩岸協商新領域，發揮更大功能與效益，為人民創造更多的福祉。

（2）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兩岸間依據ECFA及WTO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完成的第一

個自由貿易協定，有關服務業的市場開放，係由各服務業主管機關依據「利益極大化、衝擊極

小化」的原則，進行專業評估，並經與產業界溝通後，再與陸方主管部門進行溝通，充分保障

我方利益。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於雙方投資、貿易環境及經濟自由化市場開拓，創造有利空

間，也對ECFA後續協議之協商產生積極的推進力，是「互利互惠、共創雙贏」的協議。兩岸

服務貿易往來制度化後，將使我方業者能享有提高持股比例、增加業務範圍和貿易便利化等開

放內容，協助台商以優惠的條件拓展大陸服務業市場，提升台商在大陸市場競爭力，並擴大吸

引陸資來台投資，活絡市場。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外強化台灣貿易自由化訊息，同時也能為台灣加入「跨太平洋

戰略經濟伙伴」（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協議創造有利

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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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達成「海基會與海協會有關解決金門用水問題的共同意見」

有關「金門自大陸引水」議題涉及金門地區整體水資源供給，事關金門地區民生需要，

亦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一件大事。本次會談，兩會就金門用水之原則性問題具體交換意見，並達

成有關解決金門用水問題的共同意見，有效解決金門居民用水問題。雙方將積極全力促成，並

同意依各自程序協調主管機關積極推動。

（4）對兩岸後續協商議題做出安排

第十次會談的協商議題，雙方同意共同推動6項議題，包括：ECFA後續之貨品貿易協

議、爭端解決協議、「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地震

監測合作」、「氣象合作」。

以上合計6項議題，任何一項達成共識，就可以簽署協議。另雙方也同意就環保議題，積

極推動兩岸業務主管機關開展交流與研討。

 6月21日，林中森董事長與陳德銘會長進行協議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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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檢視兩會重點協議執行成效及策進作為

本次會談，雙方共同檢視兩會已簽署重點協議的執行情形，包括旅遊、空運、海運、共

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食品安全、ECFA、投資保障和促進等協議等。尤其對於台灣社會高

度關注的重大經濟犯的遣返、三聚氰胺等重大食品安全個案賠償問題，本會除再次表達輿論及

民眾的關切，期盼大陸方面能儘速積極處理改善。

本會也提出大陸旅客來台轉機便利化的建議，目前台灣旅客至大陸轉機並無限制，而且

大陸旅客由第三地轉機前往美國等地的比例很高，故此項便利性開放措施，不僅符合公平原

則，亦有助雙方轉機市場之競爭力，建議陸方依照航空慣例儘速處理。

另，本會也將投資爭議案件及人身安全之具體個案如數交予陸方，陸方表示，將積極協處。此

外，雙方也同意適時召開第二次「兩岸協議成效與檢討會議」，以貫徹落實協議執行，提升民

眾對兩岸協議簽署的信賴與支持。

（二）兩岸經合會第五次例會

依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第11條規定，雙方成立「兩岸經濟合作委

員會」（簡稱經合會），負責處理與ECFA協議相關事宜，每半年召開一次例會，輪流於兩岸

舉辦。經合會第一至四次例會已於100年2月、11月、101年4月及12月分別在桃園、杭州、新

北市及廣州舉辦完成，第五次例會於本年12月10日在海基會大樓順利舉辦。

我方由本會高副董事長擔任召集人；經濟部卓次長士昭擔任首席代表，率我方16位代表、

貴賓及27位相關部會工作人員共45人與會，陸方由海協會鄭常務副會長立中擔任召集人，大陸商

務部副部長高燕擔任首席代表，率陸方14位代表、貴賓及15位工作人員共31人與會。

第五次例會，雙方檢視ECFA執行現況與推動議題之辦理進展，包括ECFA貨品及服務貿

易早期收穫計畫執行情形、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爭端解決、產業合作及海關合作等6

個工作小組之工作進展、兩岸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等經濟合作事項，並討論未來工作規劃，

另就雙方近來重要經貿政策方向交換意見，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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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第五次例會在海基會大樓舉行，雙方召集人會前握手致意。

二、交流方面

（一）組團互訪

 1.本會組團赴大陸

 （1）關懷大陸台商參訪團

為實地瞭解、聽取台商在大陸投資經營所面臨之

困難與建議，作為本會加強服務台商及政府制定

大陸經貿政策之參考，本年共籌組12個關懷台商

參訪團赴大陸湖南、四川、山東、浙江、江蘇、

重慶及廣東等地台商密集城市，由林董事長與高

副董事長分別率部會派兼本會董監事及相關主管

機關代表等，行程除安排參訪台資企業外，並與

各地台商代表座談、出席東莞、中山等台商協會
3月29日，林中森董事長率關懷湘鄂參訪團為岳陽
台商會館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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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週年慶典活動，實地瞭解台商的經營困難與建言，並表達政府對台商之關懷，同時藉由與

當地政府相關部門官員會見，反映台商需求與心聲，協助台商解決相關問題。此外，本會於

彙整台商座談相關建議後，除函送主管機關參處，並協調海協會轉交大陸有關部門，協助處

理解決。

（2）董監事參訪團

董監事會是海基會最高決策機構，去年以來兩會高層人事先後完成更迭改組。為擴大兩

會互動層面，增進彼此瞭解，繼99年、101年赴大陸訪問後，102年9月第三度安排董監事組團

赴天津、北京等地。

本團是林董事長上任後首度率領本會董監事赴陸參訪，參與的董監事包括副董事長、工

總許勝雄理事長與相關部會副首長，還有多位大型企業負責人，共12人。此行陸方對海基會

與海協會在兩岸交流合作中的貢獻，均予高度肯定，並希望未來雙方在經濟、科技、文化、教

育、旅遊、經貿等各方面都能加強交流合作，共促兩岸和平穩定繁榮發展，向前精進，共創更

大人民福祉，共享更多和平紅利。參與本團的董監事對未來相互擴大交流合作之期待、效益

等，咸表認同，並認為未來應擴大兩岸交流領域與深度，此與政府正推動的兩岸政策完全契

合，應可更廣獲支持，積極推動，達成互利雙贏。

8月30日，林中森董事長率關懷浙江台商參訪
團參訪奇億金屬製品有限公司。

7月16日，林中森董事長率關懷山東台商參訪團
參觀青島統力星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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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媒體參訪團

透過媒體高層訪問，有助強化

兩會交流的深度與廣度，並增進各界

對兩岸情勢之瞭解。本會林董事長於

8月13日至18日率國內重要媒體主管

等15人，前往北京、錦州、瀋陽、

長白山、大連等地參訪。此行分

別拜會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

央電視台等重要主管機關與媒體業

者，瞭解大陸媒體產業發展情形，

並與當地台商會晤，關懷台商經營

情況。

另，為進一步了解大陸二線地區在城鎮化方面的政策與做法，以尋求台灣「六大新興產

業」和大陸「七大新興戰略產業」共同合作的可能性，同時徵詢了主跑兩會的線上記者意見，

高孔廉副董事長兼秘書長於7月24日至30日率線上記者一行22人赴內蒙古自治區、山西省參訪

考察，這是海基會第一次組團參訪內蒙古，也是第二次籌組以線上記者為主的參訪團，包括中

央社、中國時報、聯合報等主流媒體均派員參加，對上述兩地提供第一手的觀察與報導，期望

9月12日，林中森董事長率董監事參訪團會見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

8月15日，林董事長率媒體高層參訪團出席第十二屆遼寧
(錦州)台灣週並於開幕式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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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媒體記者的鏡頭與文字，瞭解當地產業運作情形以及台商經營現況。

（4）教育參訪團

為關懷大陸台商子女教育、與大陸高等教育交流，及協助推動大陸專科生來台「專升

本」，本會籌組「教育參訪團」，於7月9日至14日由林董事長率團，赴江西、安徽等地參

訪，成員包括教育部、陸委會等代表計

11人。此行計參訪南昌大學、九江職

業技術學院、景德鎮陶瓷學院、黃山學

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及安徽交通職業

技術學院等高校，加強交流、合作，並

對推動陸生來台「專升本」等事宜交換

意見；同時，關懷南昌、合肥等地台商

協會台商，並與台商家屬、台商子女及

台生進行座談，聽取遭遇之困難，協助

向有關部門協處。

7月25日，高孔廉副董事長率線上記者參訪內蒙古風力發電相關業者。

7月12日，林中森董事長率教育參訪團一行參觀黃山學
院徽州文書展覽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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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證業務參訪團

為落實「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之執行，並加

強本會與大陸中國公證協會、省級公證協會之聯

繫，亦期透過雙方持續交流、討論，對於兩岸公證

書查驗證實務問題，能獲得更順暢圓滿之解決，本

會於11月9日至11月15日由萬英豪主任秘書率團赴

陸參訪。此行拜會陝西省及江西省公證協會，並

與中國公證協會及二省公證協會進行座談，雙方

提出各項兩岸文書使用之相關實務問題，獲取共

識，對於協議之落實及相關業務之推展甚有助益。 

另外，也參訪陝西省、江西省之公證處並進行交 

流，透過交流，雙方同意強化聯繫與協處機制，以保障兩岸人民權益。

（6）兩岸婚姻等業務考察參訪團

為解決兩岸婚姻衍生的相關問題，本

會首次籌組「兩岸婚姻等業務參訪團」，

邀請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陸委會、內政

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移民署、

退輔會等機關代表共16人，由本會施惠

芬副秘書長率團，於9月1日至7日赴陸參

訪。本參訪團前往北京及大陸配偶最多之

省份福建、湖南，除與大陸主管司法、民

政、戶籍登記、入出境、兩岸事務之機關 

進行交流座談外，並瞭解地方人員辦理兩岸人民婚姻登記、公證業務及法院受理涉台案件之流

程。雙方透過深入交流座談，一致同意雙方建立合作機制，以妥善處理兩岸婚姻、親子事件，成

果豐碩。

11月11日，萬英豪主任秘書率公證業務
參訪團參訪陜西省西安市漢唐公證處。

9月5日，施惠芬副秘書長一行參訪廈門市思明區婚
育登記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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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接待來訪團

（1）海協會陳德銘會長率海協會經貿交流團來台參訪

11月26日至12月3日，大陸海協會陳德銘會長率「海協會經貿交流團」來台參訪。此係陳

德銘會長於102年4月26日接任海協會會長職務後，第一次正式以海協會會長身分率團來台進

行參訪活動，對於落實海基、海協兩會制度化的往來、提升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具有非常積

極的正面作用。

陳德銘會長所率領的「海協會經貿交流團」，團員包括企業家10人、海協及台辦代表

7人，工作人員14人，計31人。該團此行主要目的有三：一是在兩岸兩會制度化往來的架構

下，進一步落實兩會交流互訪的工作；二是瞭解台灣進一步開放，有可能和大陸合作的內容和

路徑；三是將兩岸企業之間的合作在以往的基礎上更向前推進一步。

首日下午，本會林董事長會見陳會長一行，並設歡迎晚宴邀請董監事一同出席。翌日安

排搭乘高鐵南下，再從屏東一路北上，在短短8天的行程中，走訪3港1空，7個工業科技、軟體

及農業科技園區，20家台灣知名企業，2家陸資企業，也與國內許多重要人士會見，進一步了

解彼此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看法。

 11月26日，海協會經貿交流團來台參訪，林中森董事長與陳德銘會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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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協會新聞媒體交流團

2月28日至3月8日，海協會副會長王在希率「海

協會新聞媒體交流團」一行14人來台參訪9日。該團

自金門入境，在台期間，除拜會本會外，主要係參訪

台灣重要新聞機構及媒體，包括新聞團體中國新聞學

會、高雄市新聞記者公會；中央通訊社；電子媒體中

天電視、TVBS、東森電視、三立電視台、中華電視

台；廣播媒體參訪台中全國廣播公司；平面媒體則有

聯合報、中華日報（台南）等等。兩岸兩會新聞媒體 

交流，對於兩岸新聞媒體更進一步之交流具有積極意義。「海協會新聞媒體交流團」係本會與

大陸海協會年度互訪交流活動之一，亦是102年度兩會互訪第1團。

（3）大陸司法互助交流團

3月21日，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胡雲騰主任率領「大陸法院司法互助交流團」一行30

人，來台進行工作層級交流，同日並由「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之主管機關

法務部邀集司法院、陸委會及本會，在本會舉行「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工

作會談，雙方就司法文書送達及調查取證業務交換意見，除瞭解我方相關作業流程，並溝通解

決實務上問題。

12月1日，林中森董事長陪同海協會經貿交流團參訪宏達電子。

 
3月1日，海協會王在希副會長率新聞媒
體交流團拜會林中森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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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國內外宣導

兩岸關係有效改善，各界對兩岸情勢與區域發展高度關注，由於兩會於6月舉行的第九次

高層會談，係以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為主，故本年以說明服務貿易內容與效益為會務宣導的

重點。除持續安排林董事長、高副董事長接受兩岸專業媒體專訪之外，運用本會刊物，針對兩

岸服務貿易協議提供專業、深入的分析，專訪服務貿易相關產業業者心聲，詳細說明兩岸服務

貿易協議效益。另外，藉由籌

組關懷台商訪問團、中秋節台

商座談聯誼活動、舉辦各類經

貿講座與透過各項交流、國內

外訪賓會見及活動場合對外界

宣導說明，積極闡釋宣傳，期

能化解社會大眾之錯誤認知。

4月29日是「辜汪會談」20週年，本會除辦理紀念茶會暨座談會，並製作紀念專輯與光

碟，以彰顯其時代意義與價值。

本年本會計發布新聞稿52則，安排國內外平面或電子媒體正式專訪本會首長計15次，另

本會facebook粉絲專頁，共張貼293則，包括207則相片動態、52則分享連結、24則文字貼

文、10則影片。至本年12月31日止，粉絲人數達5415人。

在會務宣傳方面，配合本會與海協會的協商成果與交流現況，重新製作完成中英文DVD

簡介光碟，將可為來會的國內外訪賓，說明兩岸關係進程與本會會務發展。

在國外宣導方面，本會林董事長於12月中旬應邀赴香港出席亞太台商聯合總會舉辦的第

九屆「台港論壇」，以「兩岸及台港關係新局」為題進行專題演講，除了說明兩岸關係現況與

本會角色功能外，呼籲兩岸三地優勢整合，推動各類合作交流，共創互利多贏。

1月23日，林中森董事長主持海基會年終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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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辦「辜汪會談」20週年紀念茶會暨座談會

20年前的4月29日，亦即民國82年4月29日，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與大陸海協會汪道涵會

長，秉持「對等協商、互惠雙贏」的精神，在新加坡簽署「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

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

4項協議，是兩岸在民國38年隔海分治後，首度由雙方政府授權的團體所簽署之正式協議，不

僅全球關注，也為兩岸和平樹立不朽的里程碑。在此基礎上，兩岸逐步深化互信，推動交流合

作；嗣後互動過程雖曾遭遇許多波折，但因有「辜汪會談」的奠基，才使得兩岸在97年5月馬

總統就職後，迅速恢復制度化協商，至102年已陸續舉行兩岸兩會9次高層會談，簽署19項協

議。

為紀念與緬懷辜、汪兩位先哲的風範，本會特別於4月29日「辜汪會談」屆滿20週年當天

舉辦紀念茶會，邀請當年陪同辜董事長參加會談、協助搭起兩會「友誼之橋」的辜夫人、汪會

長公子汪致重伉儷，以及海、陸兩會當年實際參與會談的老長官、老同仁、將「辜汪會談」如

實呈現在國人面前的媒體朋友、當年參與對策研擬及監督協商過程的陸委會官員、籌組觀察團

的學者等，共約200位嘉賓共同與會。曾親身參與規劃的馬總統也以貴賓身分親臨致詞，場面

溫馨感人。

此外，為闡述「辜汪會談」開創兩岸新局的歷史意義，紀念茶會結束後，隨即由高孔廉

副董事長兼秘書長主持「辜汪會談」20週年座談會，邀請海內外學者專家發表看法。高副董事

林中森董事長在「辜汪會談」20週年紀念茶會致詞。 馬總統致贈木雕作品予辜夫人及辜成允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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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兼秘書長並歸納「辜汪會談」的4點重大意義，分別為：「擱置爭議，務實協商」、「建立

對等、尊嚴的協商模式」、「開創兩岸制度化協商」與「邁向對話、和平穩定的里程碑」。

「辜汪會談」是20年前兩岸關係突破的重大關鍵，也是兩岸制度化協商及和平對話的重

要起點。如今，兩岸關係蓬勃發展、兩岸人民往來頻繁、兩岸交流合作成果豐碩，均與「辜汪

會談」奠立的基石密不可分。

（四）其他交流事項

1.出席「2013海峽兩岸（昆山）中秋燈會」

點燈儀式

9月16日至18日，林董事長應大陸昆山

台商協會邀請，率團出席「2013海峽兩岸

（昆山）中秋燈會」。昆山燈會形塑「元宵

在台灣，中秋在昆山」的節慶印象，透過各

項文化活動的舉辦，打造台商大陸「精神家
 

 「辜汪會談」20週年紀念茶會，當年參與辜汪會談人員與馬總統及辜汪家屬合影。

 9月17日，林中森董事長與海協會陳德銘會長共同主持昆山
燈會點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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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滿足大陸台商的精神文化需求。林董事長特別參加昆山慧聚寺祭典儀式，回應當地眾多

台商的殷切期待，鼓勵台商在當地發展，並與海協會陳德銘會長共同主持燈會點燈儀式。此行

亦順道參訪台資企業，瞭解台資企業實際運作情形及產業發展狀況，此外也安排會見海協會陳

德銘會長及上海市、江蘇省等地方官員，希望雙方能加強交流合作，以達到優勢互補，分工合

作，互利雙贏的目標。

2.出席南通「2013台商產業轉型升級峰會」

大陸「台企聯」與「旺報」為瞭解台商由第二產業（工業、製造業）轉型至第三產業

（服務業）將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在大陸江蘇省南通市舉辦「台商產業轉型升級峰會」，藉由

舉辦論壇的方式集思廣益，期能對在大陸發展的台商企業提供投資經營上的建議。102年度為

持續推動台商產業轉型升級擴大辦理，主辦單位特別邀請本會林董事長出席擔任貴賓並致詞。

林董事長於6月7日至9日率團赴江蘇省南通市、蘇州市及昆山市，除出席「2013台商產業轉型

升級峰會」致詞外，並與蘇州台商代表進行座談、參訪吉品（南通）藝術陶瓷有限公司、名碩

電腦、明碁醫院、慈濟健康促進中心等4家台資企業。

3.出席台商協會週年慶活動

為表達政府對大陸台商的關懷支持，實地瞭解台商

協會運作的情況，並加強台商協會與當地官員互動，本

年共籌組3團次出席台商協會週年慶活動，分別為林董

事長率團出席深圳台商協會23週年慶、廈門台商協會21

週年慶活動及上海台商協會19週年慶活動；高副董事長

率團出席「2013湖北武漢台灣週」開幕式、「武漢台協

20週年慶」及第三屆海峽兩岸武當文化論壇開幕式等活

動，行程除出席台商協會慶典活動向台商協會表達祝賀

之意外，同時也肯定台商協會服務的成果外，並安排參

訪台資企業、與各地台商代表座談、實地瞭解台商的經

 

(上)6月29日，林董事長出席深圳台商 
        協會23週年慶典。
(下)10月24日，高孔廉副董事長率團出 
        席武漢台協20週年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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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困難與建言，表達政府對台商之關懷，此外也說明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的效益，籲請台商

繼續支持政府政策。參訪期間並會見當地政府官員，適時反映台商意見，協助台商解決問題。

4.出席第九屆「台港論壇」

應香港亞太台商總會邀請，林董事長12月13日訪問香港，出席亞太台商聯合總會舉辦的

第九屆「台港論壇」，以「兩岸及台港關係新局」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呼籲以全球化的大思

維，盱衡兩岸三地的優勢整合，強化推動兩岸三地經貿、文化合作，共創互利多贏。其後，並

與亞太台商聯合總會會長潘漢唐、鳳凰衛視主席劉長樂、梁定邦律師等人座談，充分交換意

見。這是林董事長上任後第一次赴港參訪，對深化台港合作及兩岸三地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5.出席「海峽兩岸公證事務研討會」

11月16日，大陸中國公證協會邀請本會出席該會在上海舉辦之「海峽兩岸公證事務研討

會」，本會由法律處張峯青副處長及劉慧玲科長代表出席。研討會除邀請本會，與會人員包括

大陸司法部趙大程副部長等官員，海協會、國台辦、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工

商總局等機關代表及兩岸公證界人士參加，共約70餘人與會。開幕式時，張副處長代表本會

宣讀林中森董事長賀函並致辭；並應邀於研討會中，就「『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運行情

況」進行介紹。

12月13日，林中森董事長在「第九屆台港論壇」上與潘漢唐，劉長樂，梁定邦等人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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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與大陸、香港之教授及學生交流

隨著兩岸三地交流日益頻繁，香港團體來會交流的團組也較過往熱絡，本年計有港台青

年交流促進會會長曾智明一行15人、香江國際集團執行董事楊華勇一行57人、香港廣東客屬

社團聯合總會主席梁亮勝一行22人、香港僑聯社團總會

主席李文俊一行22人、香港律師會會長林新強一行21

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施榮懷一行52人、香港

百仁基金主席一行21人來會進行各領域之交流。另，

前天津大學台研所所長才家瑞、上海東亞所章念馳所

長一行8人也分別來台，與本會長官就兩岸關係未來發

展交換意見。

7.接待國內外訪賓

自97年6月以來，本會與大陸海協會恢復互動與協

商，兩岸關係穩定發展，國內外各界普遍肯定，相關團

體或人士紛紛至本會拜會或參訪，就兩岸情勢及相關領

域之議題深入交流意見。102年本會接待大陸、香港、

澳門、外國（包括美國、日本、韓國、法國、德國、紐

澳及東南亞等）與國內相關訪問團組計509團，來訪人

數逾2千5百人次。

11月12日，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
念馳率團拜會高孔廉副董事長。

10月25日，尼加拉瓜國會主席團第二書記荻克森議員一行與林中森董事長合影。

2月1日，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
(Raymond Burghardt)一行來會拜
會林中森董事長。

29



030 102年年報Annual Report

三、服務方面

（一）辦理大陸台商子女

「探索台灣之美」夏令營

由陸委會、教育部、經濟部（投資

業務處）贊助指導，本會規劃主辦、財

團法人味全文教基金會承辦「2013大陸

台商子女探索台灣之美」夏令營，於7

月7日至8月10日假東南科技大學辦理，

分國小組3梯次、國高中組1梯次，共計

規劃辦理4梯次，招收760位來自東莞、

華東、上海3所台商子女學校、大陸各

省市就讀當地學校以及港、澳等地區台

商子女報名參加。

活動聘請專業教師講解正體字、台灣史地，以及賞析原住民

音樂及台灣電影等課程，並安排台商子女參訪宜蘭童玩節、傳藝

中心、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台灣玻璃館及秀傳醫學博物館等傳統

藝術、工業製作與醫學知識等相關設施。台商子女研習課程與參

訪活動，加深台灣兒女愛鄉之情，體驗台灣多元文化之美。

（二）辦理「大陸台生研習營」

為加強台生聯繫與服務工作，於8月23日於本會辦理研習活動，計有北京大學、復旦大學、

廈門大學等校台生104人參加。邀請教育部、陸委會、內政部役政署等政府代表及企業主管，說

明政府政策與返台就學、兵役問題及就業情勢等課程，也安排各地台生交流分享大陸求學及生活

經驗；此外與台生進行座談以瞭解台生在大陸就學及生活之相關問題，提供政府相關部會參考。

參加夏令營的學童在宜蘭傳藝中心聚精會神看戲。

學童寫春聯神情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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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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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月1日舉辦「辦理大陸台商子女

學校教職員春節座談暨聯誼活動」，邀請教育部、陸委會及東莞、華東及上海等3所台商子女學

校台籍教職員等約220人參加。會前舉辦座談會，邀請3校校長、教職員，以及教育部、陸委會、

台北市教育局派員參加，就各校辦學遭遇之問題交換意見溝通，並尋求協助與解決之道。

（四）辦理大陸台商子女親職教育講座

針對移居大陸家庭及婦女提供親職及成長方向，深入關懷台商子女就讀台商子女學校以外

學童寫春聯神情專注。

8月23日，本會辦理台生研習活動，並邀集相關部會代表與台生座談。

2月1日，海基會舉辦「大陸台商子女
學校教職員聯誼座談會」，由高孔廉
副董事長主持。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陳金粧校長率該校教職員表演節目帶動現場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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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情形並適時提供協助， 9月13日至16日首度邀集國內專家學者王鍾和及王以仁赴台商、台

校所在地區辦理親職教育講座，在東莞、華東、上海等三所台商子女學校共辦理6場，計397

位小學及國高中學生家長參與。期能整合相關資源，以團隊力量（我方教育主管機關、大陸3

所台商子女學校、大陸各地台眷婦女團體等）為台商家庭提供輔導諮詢，掌握台商家庭需要，

適時安排專家講座服務；提供台商家庭輔導服務，協助解決問題。

 

（五）舉辦大陸台商三節座談聯誼活動

本會與陸委會、經濟部於每年春節、端午節、中秋節，邀請各地台商協會負責人返台參

加座談聯誼活動，以表達政府對台商之關懷，增進政府與台商之互動，凝聚台商向心力。

1.「2013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於2月18日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辦，參加人數總計近

460人，其中台商協會代表人數283位，台商協會數達111個，會長及榮譽會長數131位。本次

活動邀請總統蒞臨主持新春團拜、致詞勉勵台商，並安排總統與現場貴賓逐桌合影；此外，副

總統也蒞臨午宴向台商致意。

活動開始前，在會場內播放最新經貿措施簡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與開辦人民幣業務」

及「歡迎台商回台投資」提供台商參考。

9月14日，王以仁教授在華東台商子女學校講授
「良好互動－親子溝通的藝術」，84位教師及
家長到場聆聽。

9月16日，王鍾和教授在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講授
「父母難為－管教孩子的藝術」，72位教師及
家長到場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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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3大陸台商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於6月

13、14日在高雄舉辦。13日上午安排高雄港務公司進行

「高雄港自由貿易港區」簡報，下午安排台商乘船導覽

高雄港。當日聯誼晚宴邀請江院長蒞臨致詞勉勵台商，

並由林董事長頒贈卸任會長紀念牌。14日上午由經濟部

卓士昭次長進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內容及預期效益」

簡報，接續進行台商座談。活動報名人數近370人，台

商協會數達97家。

3.「2013大陸台商秋節座談聯誼活動暨台商盃高

爾夫聯誼賽」於9月18、19日在台中舉辦。18日上午，

台商盃高爾夫聯誼賽於台中球場進行，計有63人報名

參加；午宴，安排苗栗縣政府進行投資環境簡報，下午

則參訪三義木雕博物館、竹科銅鑼園區、客家文化園

區。當日聯誼晚宴林董事長頒發卸任會長紀念牌、顧問

聘書、本會興建大樓台商捐款感謝牌及球賽淨桿前6名；另特別邀請吳副總統蒞臨致詞勉勵台

商，並由吳副總統頒發球賽總桿前6名等獎項。19日上午由經濟部梁國新次長進行「海峽兩岸

服務貿易協議內容簡介」簡報、財政部許虞哲次長說明「兩岸租稅協議內涵與效益」，接續進

行台商座談。活動報名人數總計390餘人，其中台商協會代表人數約263人，台商協會數達100

個，會長及榮譽會長119位。

2月18日，馬總統與林中森董事長、高孔廉副董事長等人向大陸台商拜年。

(上)9月18日， 林董事長頒發卸任會 
      長紀念牌,感謝台商協會會長在任 
      內為台商所做的努力與貢獻。
(下)9月18日，吳副總統蒞臨台商秋 
     節聯誼晚宴會場,在林董事長陪同 
      下向與會貴賓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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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大陸台商管理講座

7月29日至8月3日在大陸福州、泉州、

漳州、廈門辦理第一階段「大陸台商管理講

座」，邀請本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史芳銘先生

（漢邦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袁明

仁先生（華信國際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

理），分別以「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與台商的

運用」、「海外資金匯回台灣的查稅案例與因

應」、「台商轉型升級及經營管理整合操作實

務」及「台商建立大陸內銷通路及品牌操作實

務」為題作專題演講並提供現場諮詢服務，共計16場次，計1,032人次參加。

10月21日至25日在長春、瀋陽、大連等地舉辦第二階段「大陸台商管理講座」，由本會台

商財經法律顧問史芳銘會計師以及袁明仁先生以「影響台商的兩岸最新稅務規定」及「台商轉型

升級及經營管理整合操作實務」為題進行演講，並提供諮詢服務，共計6場次，計326人參加。

（七）辦理關懷大陸配偶系列活動

為擴大服務在台生活之大陸配偶，本會受

邀參加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本年度行動服務列

車、關懷訪視大陸配偶活動及移民署「推動各縣

市外籍與大陸配偶關懷網絡會議」。同時配合移

民署移民節活動及中華救助總會大陸配偶法令說

明會，分別前往新北市、新竹、桃園、宜蘭、金

門擔任法令諮詢服務。

此外，為瞭解大陸配偶在台生活期間，融入台

灣社會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對於現今大陸配偶制度提供建言，分別於5月2日、6月28日、

 

本會102年度共赴陸辦理「大陸台商
管理講座」22場次、1358人次參加。

5月2日，海基會召開「關懷大陸配偶在台生
活座談會」，由施惠芬副秘書長主持，邀請
杜暉等10位大陸配偶分享在台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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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在台北、台中、高雄舉辦「關懷大陸配偶在台

生活座談會」，邀請大陸配偶參加座談。另陸委會也委

託本會於9月26日、27日在高雄辦理「大陸配偶制度及

相關議題研習營」，邀請基層辦理大陸配偶業務人員參

與，俾能深入瞭解政府法令政策、各機關業務流程及提

供相關建議，使得大陸配偶制度更為完善。

另本會關懷在台生活的大陸配偶，提供必要協

助，大陸配偶林美麗在台車禍，家庭陷入困境，12月31日本會派員前往慰問並致贈救助金。

（八）委託學者專家辦理專案研究

近年大陸積極推動新型城鎮化，為瞭解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可能帶動哪些相關產業發

展，以及可能帶給台商企業的商機。本會就「大陸推動城鎮化對台商產業發展影響之研究」委

託專家團隊進行相關研究，希將研究成果供台商投資大陸決策，協助政府掌握大陸城鎮化政策

規劃與發展動向，俾供制定兩岸經貿政策之參考。 

另，2008年大陸接連實施勞動合同法、企業所得稅法，大陸台商用工成本提高，稅務優惠

漸次取消，大陸整體經營環境困難，依靠歐美市場的大陸外銷台商受到巨大衝擊，加上美國經濟

蕭條，歐債危機日益增加，大陸內部、外在經營環境變化快速，經貿糾紛案件時有所聞，也加重

台商在大陸經營的負擔，甚陷台商於經營困境。

為深入瞭解台商在大陸投資的現況及問題，特別是台商在大陸土地取得及徵收補償之相

關權益保障等問題，102年本會就「台商大陸撤資問題」、「台商大陸土地取得與歷史遺留問

題研究」等2議題委託專家團隊進行相關研究，作為本會服務台商工作之參考，並作為政府推

動兩岸經貿相關政策的參考。

9月26日、27日，本會在高雄辦理「大
陸配偶制度及相關議題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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