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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業務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承邀向  貴委員會針對本會推動大陸政策暨相關事務作業務

報告，
明通
至感榮幸！ 

中共對臺工作的基本方針仍然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配合「和、戰」或「軟、硬」兩手策略，交互運用。近年來在

對臺實際作為上，仍持續以軍事威脅及政治、外交施壓，企圖迫

我落入其掌控圈套，其野心並無實質改變。我政府對兩岸情勢發

展以及互動因素有充分的掌握，亦洞悉其策略圖謀，隨時加以反

制。但我們也深信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符合兩岸共同利益，有

賴雙方透過各種層次的交流互動，增進了解，化解衝突，促使雙

方關係朝向和平、理性的正常方向發展。 

為達到兩岸關係正常化的目標，政府一向秉持「善意和解

、積極合作、永久和平」政策方針，並考量國家整體安全及全

民福祉，因應兩岸情勢發展，採取穩健而務實的態度推動兩岸

關係。近期以來本會因應兩岸情勢發展，在有效管控風險及確

保整體利益的原則下，強化政策研究、研判國際及兩岸情勢；

積極推動兩岸協商；賡續調整兩岸經貿政策；加強臺商服務與

輔導，促進臺商回流；檢討評估兩岸交流事項及管理機制；並

關注港澳發展以及推動兩岸四地交流等業務。以下謹就本會近

期業務推動情形報告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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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加強情勢研判，提昇政策研究 

中共對臺策略，一則意圖攏絡、渙散我方民心，製造我內

部分化對立；一則企圖封殺、壓縮我國際生存空間，欲圖以先

制作為主導臺海局勢、掌控兩岸關係發展，逐步加大對臺灣主

權地位及民主機制的框限，其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及軍

事等各方面刻意打壓我方的操弄手法，非但未有絲毫放緩，更

是變本加厲。 

近期中共召開五年一次的「十七大」，面對內部貧富不均

、區域失衡、城鄉差距、貪污腐化等問題提出對策；在人事上

，中共為第五代領導接班人預作安排。本會將持續關注其內部

情勢，就其政治體制改革、社會經濟發展、對臺政策及對外關

係等政策走向，深入掌握分析。另為加強反制中共對臺各種策

略手法及圖謀，本會將續蒐研相關資訊，針對兩岸相關重大議

題進行整體評估與預判，以供決策與因應參考。 

貳、積極推動協商，建立經貿秩序 

一、推動有秩序的兩岸經貿政策 

政府以「深耕臺灣、佈局全球」為總體經濟發展策略，在

「投資臺灣優先」及有效管理風險前提下，循序推動兩岸經

貿政策。針對兩岸經貿議題，政府依據 95年 7月經續會的結

論，一方面透過積極、務實的協商，建立交流管理機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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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有秩序的開放政策；一方面就可操之在我部分，在確保國

家總體利益的前提下，持續進行政策檢討。 

二、積極推動大陸觀光客來臺及貨客包機協商 

（一）自 94年 6月以來，政府持續積極推動大陸觀光客來臺及貨

客包機三項協商，業有初步成果。95年 6月 14日宣布的四

項專案包機已常態化運作，迄今已執行專案貨運包機 5航次

；96年春節包機 96班次、清明包機 21班次、端午節包機

21班次，以及醫療包機23航次。 

（二）開放大陸觀光客來臺及貨客運包機是當前政府優先推動的兩

岸協商議題，並以最積極的態度來推動，目前兩岸已經多次

技術性的諮商，協商完成即可落實推動。有關兩岸貨客包機

擴大運作，雙方迄今進行多回合諮商，就技術性問題達成高

度共識，但大陸方面顯然仍有政治考量，以致後續協商遲遲

無法完成；至於開放大陸人民來臺觀光，由於大陸方面亦基

於政治考量，對我方建議遲未作出回應。我方仍希望大陸方

面能展現相對善意與良性互動，加速完成協商並付諸實施。 

（三）在堅持對等及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我方已展現最大的誠意及

彈性與大陸方面繼續磋商解決未獲共識的部分。政府希望能

夠及早達成協議並付諸實施，惟兩岸問題非單方面的努力可

以解決，有關此三項協商議題，仍待中國大陸方面展現相對

的善意，以加速雙方協商的完成。 

三、適度調整兩岸經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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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經續會結論，已檢討放寬 8吋晶圓 0.18微米以上製程

赴大陸投資；建立大陸投資重大案件政策面審查機制（已核

准茂德公司、力晶公司赴大陸投資 8吋晶圓廠案；台積電公

司、茂德公司赴大陸投資 0.18微米製程案；日月光、矽品

、超豐、華東等公司赴大陸投資低階封測案）；放寬企業邀

請大陸人士來臺從事商務活動限制，跨國企業邀請大陸員工

來臺參加區域性或國際性商務會議，並得不受人次限制；加

強處理農特產品及商標等智慧財產權遭大陸方面侵害問題；

持續檢討放寬大陸物品進口項目。 

（二）檢討及調整「小三通」措施，已公告 10萬美元以下（以

FOB價格計算）的臺灣地區貨物可免附臺商自用切結書經「

小三通」輸銷大陸；開放澎湖專案申請以直航方式進口大陸

砂石；本年 3月 31日修正發布「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

通航實施辦法」，擴大「小三通」人員往來，包括基於人道

考量放寬相關人員得經金、馬往返大陸地區、便利商務往來

及專業交流、放寬澎湖居民得經金、馬往返大陸地區、放寬

大陸旅客經金、馬轉赴澎湖旅遊等。 

參、保障臺商權益，促進臺商回流 

一、落實大陸臺商投資權益的保障 

（一）政府一貫主張兩岸應就保障臺商投資的權益事項儘速協商並

簽訂協議，並已依據經續會結論將臺商投資權益保障及人身

 4



 

安全保障，列為未來優先協商事項之一。為利推動兩岸協商

準備工作，本會已委託進行「大陸臺商投資權益保障政策與

實務問題之研究」，系統性彙整大陸臺商投資權益保障現況

、中共整體政策及措施及相關問題，以作為未來兩岸協商參

研。 

（二）在兩岸尚未協商簽訂臺商投資權益保障協議前，政府採取以

下做法促進臺商權益： 

1、提升本會「臺商窗口」服務功能：迄96年9月底，提供臺商

投資經貿叢書達 162,434冊，一般諮詢服務計 20,117件及

臺商張老師專業諮詢服務 4,099件，並出版臺商張老師月刊

及大陸臺商簡訊，提供臺商經營管理及中國大陸市場相關專

業資訊；設置「大陸臺商經貿網」上網人數已達 270萬人

次。 

2、建立大陸臺商產業輔導體系：基於「深耕臺灣、佈局全球」

經濟發展策略，推動大陸臺商產業輔導體系，提升其市場競

爭力，協助國內民間相關技術及管理服務機構赴大陸服務臺

商，與大陸地區臺商聯誼組織於大陸地區辦理座談會及教育

訓練活動，迄 95年年底，已協助辦理 401場次，96年擬規

劃辦理32場次；已簽准補助辦理14場次。 

3、辦理大陸臺商輔導及服務：委託國內重要工商團體舉辦臺商

赴大陸投資行前講習、兩岸經貿講座、大陸投資權益及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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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智慧財產權保護研討會及大陸投資廠商問卷調查等，

協助臺商瞭解大陸投資環境及建立風險管控能力。 

4、海基會已成立「大陸臺商服務中心」，下設有「臺商聯繫服

務小組」及「臺商財經法律顧問團」，並設置臺商服務及回

臺投資專線、臺商緊急服務專線，以及大陸配偶關懷專線，

業與在大陸 101個臺商協會形成全面的聯繫及服務網絡，提

供臺商申訴服務與急難救助等服務計 1,975件，其中人身安

全方面1,245件，財產法益方面730件。 

二、促進臺商回流，投資臺灣 

（一）為落實「深耕臺灣、佈局全球」戰略目標，政府鼓勵臺商回

臺投資，設置專屬服務窗口，加強協助臺商回臺投資服務，

包括協助土地及資金取得、實施土地租金減免及各項租稅優

惠、提供研發補助以及輔導中小企業等。 

（二）為推動臺商回臺投資政策，本會已進行下列工作： 

1、建立大陸臺商返臺投資聯繫網絡：配合經濟部「促進臺商回

臺投資專案小組」（全球臺商回臺投資單一窗口）運作，本

會臺商窗口、海基會「臺商服務中心」、工業總會、商業總

會、金門與馬祖行政協調中心等均為臺商返臺投資聯繫及宣

導平臺；海基會並設立臺商回臺投資服務小組及專線。 

2、加強臺商回臺投資宣導：藉臺商三節聯誼活動或各種座談活

動，引介大陸臺商實地瞭解國內投資環境相關資訊，發掘潛

在具有返臺投資意願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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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修相關法規，強化管理機制 

一、建構合理開放、有效管理的交流規範 

為落實兩岸交流法制化，建構合理開放、有效管理的法律

新機制，業修訂兩岸條例，對兩岸協商、人員往來、兩岸通航

、經貿交流及文教交流等作大幅度調整；有關兩岸人民相互間

民、刑事關係等尚待修正的規範，將配合兩岸互動情勢再適時

研修。近期經協調相關機關研議訂（修）定兩岸交流相關法規

計有13種，如次： 

（一）新訂4種法規： 

－「在大陸地區投資晶圓廠審查及監督作業要點」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旅行業保證金收取、保管及支付作

業要點」 

－「旅行業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注意事項

及作業流程」 

－「大陸地區人民專案申請來臺接受醫療服務送件須知」 

（二）修正9種法規：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 

－「大陸地區古物運入臺灣地區公開陳列展覽許可辦法」 

－「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 

－「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人員入出境作業規定」 

－「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小三通入出大陸地區送件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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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金門馬祖送件須知」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送件須知－申請保險死亡

給付、一次撫卹金、餘額退伍金或一次撫慰金」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應備具的

申請文件表」 

二、提昇兩岸交流安全管理機制 

本會就大陸人民來臺不同管道及類型，如「偷渡」、「社

會交流（大陸配偶來臺、探親、探病）」、「專業交流」等曾

邀相關機關會商檢討現行安全管理機制，擬訂「大陸人民來臺

安全管理改進方案」，有關大陸人民入境後人口掌握、檢討保

證人制度及功能、建構入出境即時通報機制等均賡續加強辦理

；對大陸人民實施查察登記納入移民法修正草案，業送請 大

院審議；改進現行保證制度，由主管機關實質查核，並修正相

關法規，協調相關機關落實執行。 

三、強化專業交流管理，防制違規案件 

（一）依「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第 17

條第 2項規定「邀請單位邀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同一申請

案應團進團出，不得以合併數團或拆團方式辦理」，自 95

年 7月 1日起，對於大陸專業人士來臺參訪，採取「團進管

控措施」，對於同團申請入境人員，如未能於同日自香港或

澳門機場換證入境者，視為擅自拆團，將不予換發正本入出

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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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採

取「大陸專業人士來臺行程或日期有變更，邀請單位應於入

境 3日前檢具確認行程表」、「對於未依前項規定隨團入境

者，主管機關得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刪除入出境許可

證效期延長的規定」、「賦予邀請單位對於大陸專業人士來

臺事由消失時的通報義務」等安全管理措施，加強對於大陸

專業人士來臺後的動態管理。 

（三）研訂「大陸專業人士來臺交流安全管理策進方案」，規劃推

動大陸專業人士來臺交流有關「強化訪視功能」、「建立隨

團制度」、「邀請單位評等」及「交流總量管理」等 4項管

理措施，並加強查核以不實身分申請來臺的大陸專業、商務

人士，以導正身分隱匿、偽冒歪風。 

（四）啟動違反兩岸條例第 15條第 3款裁罰機制，建立常態性行

政裁罰作業程序，有效遏止大陸人士來臺從事未經許可或與

許可目的不符活動。 

（五）建置「大陸商務人士來臺各機關橫向聯繫資訊整合交換機制

」，擬定大陸商務人士來臺發生「異常資訊」與「違規違常

警訊」通報、查處的作業流程，將大陸商務人士來臺區分為

「個案審查」、「換證及通關查驗入境」、「在臺活動動態

管理」及「逾期出境管控」等四個階段，分別請各該階段之

主管機關積極強化對於大陸商務人士來臺「異常資訊」與「

違規違常警訊」的審核、查處與後續通報作為，同時本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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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移民署、經濟部、觀光局等機關透過所建置的橫向聯繫及

資訊整合交換平臺，累積整合大陸商務人士來臺各個階段的

異常資訊或違規（常）警訊，並對於後續查處作為進行管制

及協調，以現有行政管理資源為基礎，迅速傳遞、整合運用

相關資訊，對於違規案件達到「速辦嚴處」目標。 

四、相關機關設置交流違常犯罪專責單位，加強督導查處 

對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後的違常事例，諸如非法打工、

賣淫、偽造文書、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活動等，本會協調相關

機關設置防制兩岸交流違常犯罪專責單位，加強督導查處；並

就相關安全配套措施，諸如入境後人口掌握、整合資訊聯結功

能等續與相關機關研商處理。 

五、改進大陸偷渡犯查緝、收容、遣返事宜 

國內治安機關配合執行「靖海專案」、「捕蛇專案」、「

陸安專案」、「和諧專案」等聯合查緝機制，加強查察取締及

共同打擊犯罪，提高查緝機關獎勵，以有效遏止偷渡問題。另

在「金門協議」架構下，研商推動開闢金廈遣返管道，加速偷

渡犯遣返作業，列為兩岸優先協商項目。協調內政部定期繕造

偷渡犯中有未成年人、孕(產)婦、愛滋病等重症患者名冊，請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協調大陸方面，優先遣返大陸，以符合

人道考量。除促請大陸方面確依「金門協議」於 95年密集接

回外，96年迄 9月底止再度執行 4梯次遣返作業，遣返 593

人，業將可遣返的大陸偷渡犯全數遣返，各地收容人數僅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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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人（均屬涉案未結，尚無法遣返者），為歷年來最低人

數。 

六、遏止「人蛇集團」協助違法偷渡 

（一）修正兩岸條例第 79條加重意圖營利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

入臺灣地區的刑責及其首謀者刑度，增訂沒入載運偷渡犯的

運輸工具及課處停航或廢止證照等處分。 

（二）本會並就現行個案所涉執行面問題，協調查緝機關加強事證

蒐集及偵辦能力，建立相關機關聯繫協調管道，並協調海巡

署、農委會等機關共同研訂有關撤銷廢止船長、船舶證照及

沒入船舶的裁處流程，俾增進執行沒入載運大陸偷渡犯船舶

的效能。迄 96年 9月止就載運大陸偷渡犯來臺違規個案，

已有5艘漁船作成裁罰沒入處分。 

七、加強通關查驗防止大陸人民以偽冒身分來臺 

（一）為落實對來臺大陸地區人民身分及婚姻關係真實性的過濾及

管理，參照移民法制修正兩岸條例，增訂對於大陸地區人民

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居留或定居者，應接受面談、按捺

指紋並建檔管理。 

（二）協調農委會及海巡署增購相關機器設備，自 95年 4月起對

大陸船員實施按捺指紋措施，強化大陸船員身分辨識及安全

管理。 

（三）針對現行保證制度進行管制革新，協調移民署調整對大陸地

區人民來臺的保證人制度，改以實質查核，以當場核對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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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談時簽名方式查核保證書真偽，減少實務上對保手續所

衍生弊端。 

（四）鑒於國際間對於國境線上人別採用以臉部特徵的辨識方式已

甚為普遍，政府主管機關乃規劃結合現行入出境證照查驗，

運用此種辨識方法，期增進通關查驗效能，並可有效遏止大

陸人民以偽冒身分或持偽、變造證件申請來臺。 

八、落實大陸配偶照顧與輔導 

（一）面對兩岸婚姻數量快速成長，衡酌人口移入、社會資源分配

、社會安定等整體效應，業修正兩岸條例，調整有關大陸地

區人民來臺制度，將大陸配偶來臺區分為「團聚、依親居留

、長期居留、定居」4個階段，在各階段落實「生活從寬」

措施。並協請內政部等機關研修相關子法，建構大陸地區人

民來臺完整制度，並納入移民政策；並依據行政院核定「現

階段外籍與大陸配偶移入因應方案」，由內政部研修大陸地

區人民來臺數額表，建立大陸地區人民移入人口調節機制。 

（二）依行政院核定「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及輔導措施」，落實婚

姻移民來臺輔導事宜，協助其融入臺灣社會，並就放寬其工

作權取得一事進行研究，及整合各部會的意見。另為進一步

強化新移民協助體系，本會參與行政院核定「外籍配偶照顧

輔導基金管理會」，審查相關輔導服務計畫案，加強照顧輔

導措施，完善輔導網絡。 

 12



 

（三）編印「大陸配偶移居臺灣的生活指南」，介紹臺灣歷史、自

然地理環境及民主，並說明政府對於大陸配偶「生活從寬」

政策及相關法令，提供其在臺生活所需各項資訊及兩岸婚姻

家庭參用。 

九、開放大陸人士來臺接受「五大強項」醫療服務 

（一）鑑於國內醫療技術進步，醫療服務產業現況處於成熟階段

，開放大陸人士來臺接受醫療服務，實有助於促進醫療產業

升級與策略創新，促進我整體醫療產業國際化，並透過本項

開放措施，促進兩岸間良性的互動。本會爰依於 7月 11日

第 3049次行政院院會通過的「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計畫」

，協調內政部等相關機關訂定「大陸地區人民專案申請來臺

接受醫療服務送件須知」，自 8月1日起開放大陸人士申請

來臺接受甚具國際競爭優勢的活體肝臟移植手術、顱顏重建

手術、心血管侵入性治療及外科手術、人工生殖技術、關節

置換手術等「五大強項」醫療服務。 

（二）大陸人士申請來臺接受「五大強項」醫療服務，須由臺灣

地區的就診醫療院所檢附大陸人士身分證件、病歷紀錄、醫

療計畫及療程表、親屬關係證明等相關文件，代為向移民署

提出入境申請，並由移民署會同相關機關進行專案審查，對

於獲許可來臺者，停留期間最長為 3個月，但因個別醫療需

求可申請延長，返回大陸後如有回診需要者，將另發給逐次

加簽入出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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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開放措施係以專案方式處理，初期試辦 6個月，於試

辦期滿後將配合「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計畫」的推動期程，

進一步規劃調整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法規架構，並建立常態性

的行政審查機制。 

十、推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一）本會將繼續促進大陸方面在既有基礎上，儘速就兩岸交流衍

生攸關民眾權益的事項與我方進行協商，並協調相關機關針

對現階段兩岸情勢及犯罪態樣，主動規劃兩岸主管相關事務

人員互訪、舉辦研討會或座談會等學術交流活動，以及犯罪

資料交換等，以逐步營造合作基礎，建立雙方人員接觸聯繫

管道，有效解決兩岸跨境犯罪問題。 

（二）87年 10月辜汪會晤已達成「涉及人民權益的個案積極相互

協助」共識。在此基礎的上，積極推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目前在偵辦綁架勒贖、跨境毒品犯罪、詐欺犯罪及盜領保險

金等重大刑事案件，並遣返通緝人犯等已有初步成果。據刑

事警察局統計，自民國 79年至 95年，我方警政機關協請海

基會洽轉大陸相關單位協緝，已有 669人，經大陸緝獲執行

遣返 109人。95年計遣返跨境綁架勒贖主嫌潘信發等 31人

，96年 1至 9月則遣返通緝犯 51人。我方仍將持續要求大

陸方面落實「金門協議」及兩岸既有協商共識，加速遣返我

方刑事犯及刑事嫌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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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於人道、安全、便利原則及兩岸兩會以往協商劫機犯議題

所獲共識，本會以專案遣返方式，授權海基會於 96年 8月

14日在馬祖與大陸方面完成大陸劫機犯楊明德、林文強的

交接及遣返工作。 

（四）本會並就兩岸共同防制犯罪相關議題擬妥草案，將續推動與

大陸商談，期有效遏止不法犯罪，共同維護兩岸人民權益。 

伍、強化文教交流，增進互信基礎 

一、結合民間力量，推動優質兩岸文教交流 

（一） 透過兩岸專業人士互訪、學術交流合作，相互擷取對方優點

，並提昇學術研究水準，計核定補助 63名兩岸專業人士互

至彼岸講學或研究；規劃舉辦邀請大陸內陸地區中小學校長

、民辦學校負責人及大陸各領域的專業人士來臺參訪、以及

兩岸非政府組織交流等8項活動。 

（二） 規劃舉辦兩岸青年學者及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兩岸大學生

研習營及兩岸高中生夏令營等 13項活動；核定獎助 118名

兩岸在學博、碩士研究生互至彼岸進行與撰寫論文有關的研

習或資料蒐集。 

（三） 推動大陸地區大眾傳播系所研究生 60名來臺實習及法律系

所研究生 90名來臺短期研習，體認臺灣社會自由、民主、

開放及多元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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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動兩岸藝文、宗教及體育交流，舉辦兩岸大眾文化交流，

邀請大陸暢銷文學作家 7名來台參訪；規劃辦理邀請大陸戲

劇學院師生來臺參與「2007 兩岸戲劇教學研討暨表演觀摩

座談」，我天主教神職人員赴大陸地區交流以及 2007 兩岸

運動教育教學學術研討會等 4項活動。 

（五） 推動兩岸民營圖書出版業者交流，促進兩岸資訊流通與合作

，擴大臺灣業者發展空間，並邀請大陸華南地區民營書店負

責人14名來臺參訪活動。 

（六） 協調相關部會共同規劃推動「兩岸文化創意交流推動計畫」

，透過民間加強兩岸文化創意交流及產業發展。 

（七） 核定補助辦理兩岸學術、教育、體育、新聞及出版等 96項

交流活動，結合民間力量共同推動，增進兩岸良性互動。 

二、加強兩岸資訊流通及傳播 

（一） 規劃辦理「第 11屆兩岸新聞報導獎」頒獎暨研討會。 

（二） 增進大陸民眾對臺灣的認識與瞭解： 

１、透過網路及廣播，提供臺灣發展資訊、評論兩岸時事及反駁

中共對我不實報導。 

２、同意大陸新聞人員來臺駐點採訪，已有中新社等 3 家媒體

31批，共 62人次來臺。 

３、以補助郵資方式，鼓勵展現社會多元、民主特色的刊物寄贈

大陸地區。 

三、研議開放措施，並重視提昇文教交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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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協助審查兩岸各級學校締結姊妹校及合作協議書，96 年度

至 9月 30日止計有國內 85所大學校院提出並獲通過共 143

件與大陸地區大學校院締約申報案，以健全兩岸教育交流品

質與秩序。 

（二） 協調內政部修正「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

辦法」條文，放寬大陸體育類別專業人士來臺限制；及大陸

宗教人士來臺研修宗教教義，其停留期間可達 1年。 

（三） 協助主管機關行政院新聞局修訂完成「大陸地區演員來臺拍

攝國產電影片或本國電影片審核處理原則」，試辦開放大陸

演員來臺拍片。 

（四） 協同相關單位審查大陸專業人士申請來臺從事文教專業活動

，檢視申請來臺人士的專業性、邀請單位的承辦能力以及活

動行程的妥適性等項，提升兩岸專業人士交流品質。 

（五） 蒐整交流所衍生的問題及研究解決之道；每月製作大陸地區

專業人士來臺從事文教交流活動簡訊，提供相關機關參考運

用。並訪視民間團體所辦理兩岸交流活動，瞭解推動交流實

況。 

（六） 辦理「96年度民間團體兩岸文教交流研討會」2場次，加強

與民間相關團體及負責人士聯繫、雙向溝通，促進兩岸交流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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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關注港澳發展，推動交流合作 

一、密切注意港澳情勢發展，研訂因應對策 

撰寫「香港特首選舉對香港民主發展影響」、「香港移

交 10週年情勢」、及香港政黨及政治發展情形與陸港澳更緊

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實施情形等作專題研析。另洽請學

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研討會，探討臺港澳重要議

題，並蒐彙各方意見研訂因應策略。 

二、分享臺灣民主化經驗，促進港澳及大陸民主發展 

協助民間團體辦理研討會，建立民主經驗分享平臺。今年

3月香港特首選舉期間，舉辦研討會，旨在分享臺灣民主經驗

，促進香港民主發展。另邀請港澳各界、政黨人士、大陸在港

澳學生、學者等組團來臺參訪、交流或研習，對促進港澳及大

陸民主發展亦有助益。 

三、反制中共藉香港移交10週年進行宣傳活動 

        中共及港府蓄意利用香港移交 10週年向國際社會及國人

大肆宣傳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成效，本會擬訂文宣計畫，透

過國內外媒體專訪、投書及舉辦研討會等方式，剖析「一國兩

制」的矛盾性及不合理性，並說明政府對「一國兩制」的立場

，加強反制中共的統戰宣傳。 

四、增進臺港澳交流與互動 

               加強臺港澳交流廣度與深度，96年度 1至 9月本會邀訪

及接待港澳各界人士，計 1,373 人次，增進臺港澳關係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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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協助港澳人士深入體驗臺灣社會多元、經濟開放、自由民

主及全球化經驗。 

五、強化我駐港澳機構效能及對國人在港澳急難救助機制 

               提昇駐港澳機構服務功能與行政效率，提供往返臺港澳

三地人士便捷服務，強化國人在港澳急難救助及協助返臺處

理機制，另配合防疫機關防範禽流感疫情，我駐港澳機構持

續蒐集大陸及港澳當地疫情及食品衛生等方面資訊，隨時提

供主管機關參考。 

六、對國人入境香港遭遣返事，即向港府表達抗議 

香港移交 10週年期間，約有 500餘位國人持香港政府核

發之合法入境證搭機抵港後，卻遭港方拒絕入境，遭到以粗暴

方式被遣返，本會即時責成駐香港機構隨時提供各項協助，並

及時向香港特區政府表達我方嚴正立場，要求立即改正此種不

尊重人權的不友善行為。對港府於 8月 8日退回我抗議聲明一

事，本會復於 8月 16日發布新聞，對香港政府蠻橫態度及無

意願改善相關措施，強烈表達我方高度不滿，務使其重視國人

尊嚴與人身安全，並避免再有破壞臺港關係的舉措。 

七、加強臺港澳司法互助，共同打擊犯罪 

               賡續推動臺港澳司法交流活動，包括協助安排司法院相

關人員赴港參訪與相關單位會晤交流，以及協助法務部相關

人員赴港參加國際會議等，希透過交流互訪，增進瞭解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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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96 年度透過臺澳司法互助，成功遣返我多名外逃通緝犯

回臺，持續推動建立聯繫合作機制，以利共同打擊犯罪。 

八、協助港澳青年來臺就學，並加強在臺港澳生聯繫輔導 

              為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潮流，吸引港澳學生來臺灣升學，

並配合現行教育制度及實務運作，協調教育部修訂香港澳門

居民來臺就學辦法，未來將放寬港澳居民來臺就學連續居留

資格年限；在港澳大學畢業者，開放得以申請方式來臺就讀

研究所，至在臺大學畢業之港澳學生離臺返回港澳連續2年

後，得在港澳以申請方式來臺就讀研究所。預期此一措施之

實施，對促進臺港澳交流亦有實質助益。 

柒、加強政策說明，爭取各界支持 

一、加強新聞聯繫及與國會密切溝通 

（一）為加強媒體溝通，適時闡述政策立場，包括舉辦例行記者會

、業務說明會、國內外媒體茶敘等，本年迄今計 57場次，

發布新聞稿及新聞參考資料 85則。另辦理新聞記者赴香港

參訪第三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增進兩岸記者對香港政

經情勢及臺港關係的瞭解，計有 13家電子暨平面媒體人員

參加。 

（二）為加強國會聯絡與政策說明，赴 大院專案報告、業務報告

說明會或公聽會，計 106場次；另舉辦 96年度國會助理大

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研習營，計邀請80餘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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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視政府大陸政策及業務宣導 

（一）配合政策及業務推動需要，秉持活潑化、多樣化及專業性等

原則，編印「陸委會簡介」、「政府大陸政策重要文件」、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你問我答」、「兩岸之間」繪本、「

和平橄欖枝」行事曆等；並編印兩岸事務相關參考書籍，如

「大陸工作簡報」（月刊）、「大陸情勢」（季刊）、「兩

岸經濟統計月報」等，置於網站提供閱覽或下載。 

（二）針對各界關切或與民眾權益相關的政策議題，委製「兩岸話

題」、「兩岸之間」廣播節目，本年迄今計 77集，加強傳

播政策訊息。 

（三）為凝聚全民共識與認同，與各縣市政府合辦「開創新局、迎

向和平」縣市菁英領袖巡迴座談會，計 9場次，參與人員約

780人；主動邀請國內公私立學校、民間團體至本會參訪，

接待臺灣大學、政治大學 6個院校團體等，計 11場次 300

人。 

三、強化國際宣導及傳播效果 

（一）增進國際人士對兩岸關係的瞭解及對我政府大陸政策的支持

，接待包括來自美、歐、亞太等地區政府官員、重要智庫、

學者至本會參訪座談，自去年迄今計 134場次、駐華使節

25場次；安排本會正副首長接受 CNN、美聯社、路透社、

BBC、日本讀賣新聞、日本產經新聞、日本共同通信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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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人、歐洲記協、聯合國記協等國際媒體專訪，本年迄今

計50場次。 

（二）定期編譯英文新聞信（MAC News Briefing），向重要媒體

負責人、政要、智庫、學者專家、駐外單位機構傳送相關重

要訊息計47期；編譯重要英文新聞稿及政策說明計78篇。 

（三）臺海不安定、逐漸失衡的現狀，受影響的不只臺灣而已，也

是全球性共同問題。為加強政府政策之說明，本會安排人員

赴美國、歐洲、亞太地區出席學術研討會、拜會智庫、參與

僑學社團座談會或研討會及專題演說，增進各國政學界、智

庫、新聞媒體及海外僑學界對政府大陸政策立場的理解與支

持。 

捌、結語 

當前臺灣正處於一個國際潮流錯綜對立的核心，一方面

在中國的強大威脅下，臺灣主權獨立的事實與國家安全利益

不容絲毫讓步；另一方面，臺灣亦必須堅持維繫臺海情勢和

平與穩定的既定政策目標。近年以來，我政府全力維護並積

極改善兩岸關係，雖仍然未獲得中國當局正面的回應，但我

們的努力實與國際各方對兩岸和平發展的期望相符，相信必

能獲得國內外各界的瞭解與支持。今後政府仍將本於臺灣主

體性、維護臺灣整體利益以及穩定臺海和平的原則，繼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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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兩岸各項交流，並為建構完善的兩岸往來機制、促進兩岸

關係正常化的目標，努力以赴。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  委員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