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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2019大陸台商小型座談活動」(秋節 )
建議事項辦理情形彙整表

陸委會 108年 11月 4日

台商建議事項 辦理機關 辦理情形

一、 「禁止中共代理人」修法相關建議
(一 ) 日前剛完成「國安五法」修法，現

在再提案修法是否有急迫性？不修

就會危害國家生存嗎？有很多狀況

不容易斷定，請政府審慎思考以下

問題：

1.台企聯的主管機關是大陸民政部及
國台辦，如何界定台企聯有沒有參

與大陸的組織？

2.兩岸通婚頻繁，大陸配偶如果是共
產黨員，是否認定這個台灣人支持

中共國家機關？如果第二代在大陸

出生沒有申請中華民國的身分證，

只持有大陸身分證，甚至加入共青

團，他們是中共代理人嗎？

3. 許多台灣教授赴大陸國立大學授
課，若要申請大陸「千人計畫」進

行學術交流，這樣會不會成為中共

代理人？如何認定？

4. 許多台商參與或投資大陸國營企業
股份，算不算支持大陸組織？

5. 台商的聯貸案如果與大陸的國企有
關算不算有合作關係，該如何界

定？

6. 協助安排台生赴大陸證期會、上交
所等單位實習，台生到底能不能

去？

7. 協助台灣農漁民在大陸銷售農漁產
品，透過國營企業的體系通路銷售，

這樣算不算資匪？

8. 台商若被要求參加大陸「敵對團體
的國慶」或其他慶典，要如何解讀？

(二 ) 希望政府不要立惡法，讓台商能夠
安心回家、免於恐懼，懇切希望政

府挽回台商的心，使台商真正感受

回到家的溫暖，可以安心投資。

陸委會

海基會

1. 立法部門就反中共滲透修法業提出多項法案，本會
將持續聽取各界意見，配合立法院立法程序：

(1) 近年中共以「銳實力」對民主社會進行滲透與分
化，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先進民主國家，對於

境外勢力滲透影響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及干預民

主政治正常運作的情形，也紛紛採取法制作為極

力防制。

(2) 眾所周知中共對台滲透非常嚴重，相關強化防範
中共對台滲透干預的法案，政府會持續彙整專家

學者及各界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期待可以形成

妥適周延的立法，有效對應中共的滲透干預行為。

2. 陸委會將持續強化對外溝通說明，化解各界疑慮
(1)政府的修法，並非針對哪一類群的對象，而是針
對中共的滲透行為，以導正交流秩序，陸委會將

持續強化對外溝通說明，以化解各界的疑慮。

(2) 在 9月 12日及 14日海基會辦理之台商秋節座談
及聯誼活動，陸委會已向台商說明，政府保證，

正當做生意的台商都不會受到影響，相關修法與

商業實務上行之有年的商業代理無關，絕對不會

影響正常的商務運作，也不會有限制中國大陸台

商投資經營及權益的問題，更沒有入罪台商的問

題，請台商朋友放心。為使台商充分了解政府立

場，陸委會及海基會將持續與台商溝通。

1. 針對中共政治代理人修法乙事，海基會在這段期間
透過各種管道及場合廣泛聽取台商的聲音與意見。

2. 所謂「禁止中共代理人」在實質面上指的是「政治
代理人」，是針對媒體或特定團體，不是針對台商，

政府絕對相信台商是愛台灣、是為兩岸做事。

3. 海基會已在第一時間向政府高層及黨團反映台商意
見，陸委會及民進黨立院黨團也都相當重視。修法

是一個嚴謹的過程，政府不會倉促立法，請台商一

定要放心，海基會關心台商的處境，也尊重立法院

的職權，必要時將隨時向主管機關及立法院溝通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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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建議事項 辦理機關 辦理情形

(三 ) 台商尊重海基會，希望海基會也要
支持台商，維持20多年來的情誼，
不要幫助個別政黨做傷害台商的

事。「禁止中共代理人」的修法是

沒有必要的事，建議不要做。若真

要修法，希望明確條文內容，不要

讓台商輕易踩到這條線。

(四 ) 「禁止中共代理人」的修法是對台
商的歧視。台商是為兩岸、為中華

民國創造經濟奇蹟的實質貢獻者，

這件事情應該連提都不要提，對台

商不要有非善意的行為。

(五 ) 「禁止中共代理人」的修法是封殺
台商，非常不智。所有大陸台商都

心驚膽跳，何謂「代理人」?草案
解釋含糊，範圍難以界定。若成

立，等於回到戒嚴時代。盼望海基

會、陸委會協助反映台商心聲。

(六 ) 兩岸交流要長長久久，不應過度刺
激，無事變有事。「代理人」議題

最好不要、也別再討論，以免演變

成政治議題，傷害台商。

(七 ) 現階段台商在大陸的經營及活動，
透過兩岸條例及相關法令都規範的

很清楚，台商也一直都很守法，當

初限制台商不能當政協代表，我們

就不當，但為了能替台商及在大陸

的台灣人發聲，改任特聘委員。

「禁止中共代理人」修法規範不明

確也沒有必要性，應撤案。

(八 ) 感謝海基會在大陸居住證、中共代
理人這些事件上做的努力。美中貿

易戰下，台商經營更加艱難，更需

要娘家照顧。台協幹部為了維繫兩

岸交流，出錢出力。希望政府不要

因政治角力，把台商當作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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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明年選舉及春節兩岸航班及機票
優惠相關建議

希望海基會及政府可以協助處理明

年的大選及春節期間往返兩岸的機

位、機票價格問題，讓二者可以掛

勾處理，提供優惠措施，方便台商

順利回到台灣。

陸委會 1.中華民國是自由民主國家，政府歡迎台商回台投
票，行使憲法賦予的公民基本權利；另對於兩岸航

空公司商業機制運作，基本上在不違反我方法令，

主管機關與陸委會均將予以尊重。

2.政府再次正告中國大陸，落實「不介入台灣民主選
舉」的承諾，不要以任何形式企圖影響台灣民主選

舉。

3.至於明年兩岸春節加班機也將循例由兩岸民航主管
部門透過空運小兩會進行聯繫與協調，相信主管機

關未來會對外儘早公布，俾利明年春節返鄉行旅等

安排。 

交通部 1.有關兩岸航班方面，目前除依兩岸空運補充協議執
行之客運定期航班、不定期旅遊包機及季節性旅遊

包機外，雙方並循例於春節期間安排加班機。未來

民航局將依兩岸政策及海基、海協兩會共識，配合

辦理相關事宜。

2.至有關兩岸航班票價方面：
(1)目前已針對上海及北京等熱門航線票價訂有新台
幣 15,000元及 17,000元之上限，至其餘航線則由
航空公司考量市場供需、淡旺季期間及營運策略

等因素訂定各種票價。

(2)為因應春節返鄉需求，民航局於春節加班機亦將
循例要求國籍航空公司配合比照往年提供優惠，

如：紅眼航班票價不超過年票 6折，非紅眼航班
之杭州、無錫、寧波、深圳航線不超過年票 85折，
其餘航線不超過年票 7折。(註：以上票價以台
灣出發價格為基礎，未含機場服務費及燃油附加

費。)
3.另倘各公司行號或團體有大量機位需求，亦可逕洽
航空公司商談優惠方案，此作法因屬一般商業操作

模式，爰予以尊重。

海基會 為服務台商會員，過去每逢春節或是選舉，台企聯及

各地台協多會希望海基會協助向國內航空主管機關及

民航業者反映，要求提供足夠機位及爭取優惠票價等

類似訴求。返鄉及投票都是公民的權利，海基會會積

極向主管機關及相關業者反映，積極協助台商返台投

票及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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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陸台商處分第三地控股公司所得
匯回的課稅認定問題

早年在戒急用忍的背景下，多數台

商是透過第三地 BVI境外公司投資
大陸公司。現在透過結束第三地投

資的方式，間接結束掉大陸投資，

而盈餘也已依規定在匯出大陸前繳

納 10％企業資本利得。惟就台灣
賦稅法律角度來看，第三地境外公

司不管是利潤分配還是股權轉讓，

都屬於海外所得，資金匯回台灣的

時候，就會造成重複課稅的情況。

在兩岸租稅協議遲未生效的情況

下，相信這應不是個案，建議財政

部以頒布「解釋令」的形式處理，

讓台商不再有重複課稅的困擾。

財政部 1. 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 24條第 2項規定，台灣地區
法人 (下稱台商 )經由在第三地區投資設立之公司
或事業轉投資大陸地區，自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取

得之投資收益中屬源自大陸地區投資收益部分，視

為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應併同台灣地區所得課徵所

得稅。但該部分大陸地區投資收益在大陸地區及第

三地區已繳納之所得稅，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2. 台商處分第三地區公司股權之所得，依所得稅法第
8條第 7款及「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認定原則」第 8點規定，應屬第三地區來源所
得，非屬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不適用上開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第 24條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及扣抵大陸地
區已納稅額相關規定。基於租稅法律主義，尚不得

以解釋令處理。

3. 台商經由在第三地區投資設立之公司或事業在大陸地
區從事投資，其第三地區公司盈餘分配且將資金匯回

台灣，符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規

定者，可適用該條例優惠稅率課稅，併予敘明。

四、 108年度新課綱上路後，部分台商
子弟學校教材採認事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是大陸第一所使

用台灣教材、台灣師資，與台灣教

育體制完全銜接的學校。集幼稚

園、國小、國中、高中一體，現有

就讀學生約 2,500人。108年學期
新課綱上路後，部分台商子弟學校

（據了解，應為華東台校）教材無

法通過中國大陸當地教育局的審核

（歷史、地理、公民等科目），教

員只能使用自編教材作為補充，才

能夠趕上新學期教學使用，請政府

重視並協助解決教材問題。

教育部

陸委會

1. 依教育部大陸地區台商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第 19
條規定：「大陸地區台商學校課程之實施，依台灣

地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

定，選用本部審定合格或編定之教科圖書，如有刪

修，應報本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備查。經刪修之

教材，為維持學生受教之完整性，學校應有妥適之

補救教學措施。」

2. 查 3所台商學校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教科書與自編
教材 (社會科 )均已通過陸方審認，並報經教育部
同意備查。

3. 針對陸方審認刪修 3所台校教材乙節，教育部業函
請 3校秉持「寧刪不增」、「不被矮化」等原則辦
理教學，如影響學生學習或無法達成教學目標時，

應由教師透過課堂講授、自編補充教材及學生暑期

返台參加課程學習活動等方式補救，俾維護學生學

習內容及品質，並與 3校保持聯繫，提供必要之相
關協助。

1. 教育部及陸委會已對外說明，108課綱係基於教育
專業，呈現學科多元與宏觀視野，完全沒有所謂

「去中國化」之問題，也呼籲陸方摒除政治思維，

勿挑起兩岸對立，進而影響台商子女受教權益。

2. 目前 3所台校使用自編教材授課之相關情形，陸委
會已會同教育部瞭解並研議因應。後續如有返台接

受補充教學等相關需求，陸委會亦將與教育部、海

基會全力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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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兩岸關係相關建議
(一 ) 兩岸相互交流對台商及台灣的經濟

都相當重要，希望政府不要有意識

形態，不必然要把大陸當敵人，只

要兩岸和平穩定交流，就會有助台

灣和平永續發展。

陸委會 1. 政府的兩岸政策立場清晰一貫，致力維護台海和平
穩定，持續推動兩岸健康有序交流，據本會長期民

調，此一立場獲得台灣主流民意高度肯定。反觀北

京當局年初提出「習五條」，意圖以「一國兩制台

灣方案」改變兩岸現狀，藉由文攻武嚇，加大對台

施壓與分化，破壞台海及區域和平穩定，成為對台

灣最大的威脅來源。

2. 兩岸關係發展雙方均有責任，雙方也必須以保障人
民福祉權益為依歸，尤其是對岸應放棄強迫台灣接

受「一國兩制」的僵化思維與意識型態。政府將遵

循總統「指導綱領」應處中共對台負面作為，也呼

籲對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客觀事實，透過溝通對

話，化解分歧，創造兩岸務實互動空間。

(二 ) 台灣青年與大陸青年應該密切交
流，特別是大學生，政府應該重視

青年交流，增進彼此的認識。

陸委會 為促進兩岸青年學生相互瞭解及充分互動，陸委會長

期持續辦理「台灣多元文化探索研習營」、「兩岸法

律研究生論壇交流」、「兩岸青年和平工作坊」等兩

岸青年學生交流相關活動，邀請在台就學陸生或中國

大陸重要大專校院學生參加，鼓勵中國大陸青年與我

學生相互切磋學習，體驗台灣自由、多元、人權、法

治的社會價值，讓兩岸學生瞭解並尊重彼此社會的異

同，培養提升民主素養。

教育部 教育部向來鼓勵對等互惠之兩岸教育交流，將持續配

合陸委會、海基會等相關部會辦理兩岸學生青年交流

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