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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很榮幸應邀前來大院，報告本會業務概況與

明（112）年度之施政計畫及預算編列情形。承蒙各位

委員一直以來對本會的支持，特在此表達感謝，以下

謹提出簡要報告，尚祈指教。 

壹、前言 

兩岸關係和平穩定攸關臺海及印太區域安全繁

榮。面對區域情勢複雜多變及中共持續對臺文攻武嚇，

本會堅守「四個堅持」的底線，妥慎評估情勢變化，因

應風險挑戰，致力維繫臺海和平穩定。 

貳、111 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計畫實施成效 

本會今（111）年度預算編列 9 億 1,421 萬 1 千

元，截至 11 月底累計分配數為 7 億 6,182萬 9 千元，

累計執行數為 6億 9,311萬元，預算執行率為 90.98%。

謹就重要工作成果臚列如下：  

一、因應中共對臺動向及臺海情勢變化，捍衛國家主權

及臺灣最大利益 

(一)中共持續升高對臺軍事威嚇，加大各領域脅迫施

壓作為，企達「以武促統迫談」目的；並在國際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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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訴求臺灣是其內政的「一中原則」，矮化我主

權、孤立臺灣。本會持續掌握中共內外部策略作

為與對臺動態，審慎評估整體情勢變化，預為應

處，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維護臺海與區域和

平穩定。 

(二)政府兩岸政策與作為一貫，獲國內主流民意支持。

根據本會今年 10 月公布民調顯示，近 9 成臺灣民

意支持政府做好自我防衛，捍衛國家主權及臺灣

民主（89.7%）；認同在理性平等及相互尊重下，願

尋求雙方可以接受之維持臺海和平穩定方法

（88.9%）；支持「四大韌性」（80.7%）、「四個堅持」

主張（74.4%），及臺灣未來要由臺灣 2,300 萬人

民決定（85%）。未來政府將持續堅持既定政策立

場，依循普遍民意與民主原則，務實推動兩岸事務。 

二、因應兩岸情勢發展及實務需求，研修兩岸交流規

範，維護兩岸交流秩序  

為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本會配合兩

岸情勢演變及交流需求，近期關於研修兩岸交流規範

及維護民眾安全權益事項，包括： 

(一) 因應國際局勢及兩岸交流最新情勢，配合疫情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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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狀況，持續檢討兩岸事務相關法令，並會同相

關機關，整體檢視兩岸交流管理規範，強化兩岸

人員往來之安全管理機制，以因應兩岸在疫後逐

步恢復健康有序的交流；另面對境外敵對勢力之

滲透、干預，亦賡續進行必要的修法研議工作，持

續完善民主安全防衛機制，確保自由民主憲政體

制的正常運作，捍衛國家主權與安全。 

(二) 為保護我高科技產業競爭力及國家經濟利益，防範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外流，本會提出兩岸

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針對受政府機關(構)委託

或補助達一定標準，並從事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業務之特定人員，進行赴陸之管理；另就防範陸方挖

角我高科技人才及藉由人頭來臺投資，亦同步進行

修法，期有效遏阻此等違法行為，避免我國經濟及資

本市場秩序遭受嚴重影響。本會將賡續評估整體情

勢及實務需求，配合兩岸政策及交流情勢，檢視相關

法令，持續協調各部會適時推動修訂與兩岸事務相

關之法規。 

(三) 賡續落實兩岸司法互助及醫藥食安等協議，保障

國人權益：政府持續在兩岸兩會已簽署之「海峽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海峽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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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海峽兩岸醫藥衛生

合作協議」及「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等協議的

既有基礎上，透過制度化聯繫機制與協處管道，

要求陸方落實相關執行事項，以維護民眾權益（兩

岸協議執行概況如附件一）。 

(四) 針對中共有關部門以分裂國家為由，於今年 8 月

3 日刑事拘傳我國人楊智淵，並在 8 月 4 日改為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經洽我相關機關瞭解，迄今

中共當局對限制楊智淵人身自由「不通報」、關押

地點「不告知」、對於楊員家屬希望聯繫「不回應」，

可見陸方所謂「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各項合法權

利」完全淪為空話。在本案發生後，本會與家屬

保持密切聯繫，並多次要求陸方立刻、無條件釋

放楊員回臺；在釋放前，陸方應確保其人身安全

及應享有之司法權益，同時儘速安排家屬探視。

此外，本會也多次呼籲國人注意中共專制政權本

質，赴陸前務必三思，沒有人身安全保障，一切利

益都會瞬間幻滅。 

(五)自 108 年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下稱 COVID-19）

疫情發生以來近 3 年，經過全體國人同胞的共同

努力，目前疫情已在可控制的範圍。針對在邊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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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分，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規劃及考

量人道與家庭團聚、陸資在臺企業營運管理等需

求，本會於今年 9 月 29 日起調整陸港澳籍人士邊

境管制措施，陸籍人士可依規定申請來臺探親及

奔喪、經許可來臺投資之陸資事業人員可申請專

案入境，及陸籍航空、航運公司駐點人員可申請入

境；至於港澳籍人士可申請來臺探親、奔喪及從事

商務活動。復經觀察國內外疫情變化，以及每週入

境人數總量管制尚有餘裕等因素，爰自 11月 7 日

起再次調整放寬陸籍研修生來臺，並放寬港澳白

領人士來臺應聘與宗教活動，港澳人士亦可以團

體方式來臺觀光。未來本會將持續根據疫情變化、

兩岸互動情勢的發展，滾動檢討、調整陸港澳籍人

士入境管制措施。 

三、因應中國大陸經濟及兩岸經貿情勢遽變，維護兩

岸經貿往來及臺灣經濟安全 

蒐整研析中國大陸內外部經濟情勢及對臺經貿作

為，視兩岸政經情勢發展，滾動檢討兩岸經貿政策，審

慎推動兩岸經貿交流。包括： 

(一) 關注國際、中國大陸經濟情勢及對兩岸經貿之影

響：面對國際及兩岸經貿情勢變化，持續觀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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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國大陸經濟金融情勢、中共對臺經貿統戰作

為、美中情勢變化、「一帶一路」、兩岸半導體競

合、疫後兩岸「小三通」發展等國際、中國大陸及

兩岸經貿重要議題，透過委託研究、與國內智庫

座談及向專家學者邀稿等方式，探討新情勢對臺

商、臺灣及兩岸經貿之影響，並前瞻未來發展趨

勢、提出相關建議或因應策略，提供兩岸經貿政

策規劃參考。 

(二) 掌握中國大陸及兩岸經濟資訊：蒐整與兩岸經貿

互動及政策研析有關之中國大陸經濟資訊，進行

系統性分析之研究，編製「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兩岸經濟交流統計速報」、「兩岸經濟重要指標

統計速報」以及編撰「大陸經濟情勢季報」等。 

(三) 維護兩岸經貿往來，妥慎應處陸方對臺經貿施壓

作為：兩岸經貿關係密切，互為重要經貿夥伴，今

年 1月至 10月兩岸貿易（含香港）總額成長 3.9%，

出口成長 2.2%，進口成長 7.6%。惟中國大陸近期

增強對臺經貿施壓統戰力度，藉美國眾議院議長

8 月 2 日至 3 日訪臺，自 8 月 1 日起接續公布禁

止我多項農漁產品及食品輸陸、天然砂輸臺，以

軍事演習影響臺灣海空運輸，並宣布制裁捐款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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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獨頑固份子關聯機構的臺灣企業、放話將持續

對臺經濟制裁等，意圖恫嚇國人及臺商，製造寒

蟬效應，施壓及干擾臺商經營，衝擊兩岸經貿關

係。面對中國大陸持續加大對臺經濟威脅恫嚇及

施壓作為，政府已審慎評估情勢發展及對臺灣經

濟及產業可能影響，加強兩岸經貿風險管理，適

時研議調整應處作為，維護臺灣經濟安全及永續

發展。 

(四) 適時調整兩岸經貿管理措施：鑒於中國大陸營利

事業未經許可在臺從事業務活動事件愈趨頻繁，

針對陸資透過臺灣在地協力者或其於第三地區投

資之公司來臺從事業務活動，刻意掩飾、隱匿其

身分或資金來源，以規避我法律規範，大院於今

年 5 月 20 日三讀通過及總統已於 6 月 8 日公告

(11 月 18 日施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40 條之 1、第 93 條之 1、第 93 條之

2 等修正條文，期有效遏阻此等違法行為，避免我

國經濟及資本市場秩序遭受嚴重影響。相關機關

已積極進行相關子法修正及擬具配套措施，以利

落實執行。 

(五) 持續維持兩岸經貿協議運作：政府已多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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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兩會自 97 年 6 月以來已簽署並生效之 16 項

經貿協議持續有效，我方將繼續努力維護其運作，

包括依兩岸協議建立之機制，與陸方維持互動（兩

岸協議執行概況如附件一）。 

四、關注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變化，加強臺商服務工作 

美中經貿競爭、COVID-19 疫情及中共二十大後經

濟政策變動，提高臺商在陸投資風險。為協助臺商因

應整體投資環境變化，本會持續提供臺商相關服務。

包括： 

(一) 推動臺商聯繫及輔導工作：透過調查瞭解臺商經

營及投資動向，並持續推動臺商輔導、諮詢及服

務工作，以強化臺商韌性，因應全球經濟情勢與

供應鏈變化趨勢。今年持續委託產業團體調研臺

商在陸經營動向及產業分佈，另針對地緣政治衝

突、疫情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生效等

新情勢，調研對在陸臺商營運的影響，並提醒臺

商注意投資風險。今年 1 月至 11 月，「大陸臺商

經貿網」累計瀏覽人數達 442 萬 6,138 人次；「臺

商窗口」專線累計提供 113件一般諮詢，「臺商張

老師」計畫已提供 332 件專業諮詢服務。 

(二) 協助臺商因應整體情勢變化：108 年 1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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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行政院於今

年 1 月 10 日核定延長 3 年至 113 年底，迄今年

11 月 18 日止，已核准 276 家企業回臺投資，投

資金額計 1 兆 1,042 億元。 

五、因應兩岸文教交流情勢動態，穩健推動兩岸文教

交流有序發展 

(一) 中國大陸不斷加強對臺文教融合與青年工作力

度，透過網路、影視管道、出版品及相關新媒體工

具對臺進行認知作戰，加大對臺統戰分化與宣傳

力度，本會除持續委託學術機構或學者專家進行

研究及專題研析，加強掌握兩岸文教情勢發展與

互動趨勢外，同時亦積極協調相關主管機關，密注

兩岸情勢發展，持續精進兩岸文教交流策略及安

全管理機制，強化兩岸交流民主防護網，確保兩岸

健康正常有序之交流。 

(二) 為照顧陸生防疫需求，本會自今年 6 月起補助國

內大學校院提供在臺就學陸生快篩試劑、口罩、酒

精等防疫物資，截至 11 月底已核定補助逾 100 萬

元，提供超過 2 千位陸生同學防疫使用。 

(三) 為提醒有意赴陸就學就業的臺灣學生及臺灣民眾

留意相關風險，本會持續蒐整中國大陸近期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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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失業率升高及相關對臺措施資訊，滾動更新

官網「臺生專區」相關內容，以「赴陸求學你不能

不知道的 8 件事」為主題，重點說明陸方內外部

情勢變化及赴陸可能面臨風險，並適時透過相關

網路社群平臺加強宣傳，即時傳達政府兩岸政策

立場及赴陸交流安全與風險警示資訊，協助臺灣

青年學生於赴陸前審慎評估並做好準備。 

六、促進青年學生對兩岸關係發展及中共對臺統戰作

為之正確認知，加強利用多元管道，傳播臺灣民

主自由理念 

(一) 為協助青年學生了解國際及兩岸關係發展現況及

政府兩岸政策，並促進兩岸青年學生互動，持續舉

辦我高中生、大學生及已在臺就學陸生相關研習

活動，包括辦理「臺灣青年學生兩岸關係研習營」、

「國際及兩岸事務種子培育營」、「臺灣多元文化

探索研習營」、「兩岸青年學生公民新聞研習營」。

另為強化我青年學生對於目前兩岸情勢及中共統

戰作為之認知，本會亦協助大學校院開設「兩岸關

係與中國大陸識讀」課程，增進青年學生瞭解兩岸

關係發展以及中國大陸情勢。 

(二) 為促進中國大陸民眾瞭解臺灣社會發展現況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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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各類議題的想法及主張，配合傳播科技發展，

本會持續運用多元管道，向陸方民眾介紹臺灣社

會人文、政經制度等發展現況，並藉由不同議題的

探討，傳達臺灣民主包容、自由開放之價值理念，

促進兩岸民眾的相互認識與理解。 

七、積極協助臺商學校辦學，維護臺商子女學習權益，

增進對臺灣社會發展之瞭解與認同 

為落實政府照顧在陸臺商子女教育政策，維護其

學習權益，本會會同教育部輔導臺商學校辦學及推動

校務，持續協助臺校設置 111 年度學測暨英聽大陸考

場與大學甄試視訊面試考場，並編列相關預算補助 3

所在陸臺校辦理畢業典禮、提供畢業生獎項、認識臺

灣圖書採購與書展等活動，以及補助財團法人海峽交

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辦理「臺商子女認識臺灣」相

關系列活動，透過影音數位教材與線上 PK 題庫等方

式，彌補、解決臺商子女因疫情無暇於寒暑假期間，

親自返臺接受補充教學與體驗臺灣在地文化之問題，

持續向在陸臺商子女傳遞臺灣自由民主、多元開放的

核心價值，增進其對臺灣社會發展現況的認識，強化

其與臺灣教育課程接軌，凝聚臺商子女對臺灣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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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密注港澳情勢發展動態應處，確保國家安全；完善

交流規範，維護民眾權益 

密注港澳情勢發展動態應處，強化風險控管，確

保國家安全；完善港澳交流規範及配套措施，務實推

動民間往來互動，維護民眾權益；透過公私協力及資

源整合，持續精進人道援助作為。包括： 

(一) 針對港澳蒙藏重要情勢發展，如香港第六屆特首

選舉、香港移交 25 週年、主要國家對港政策等議

題，撰寫研析報告，提供各界參考，並依大院 109

年 5 月 29 日各黨團共同聲明，每季提出「香港特

殊地位檢討」暨「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執

行情形」報告備查。另自行邀請學者專家或補助

民間團體等辦理相關講座、座談，俾掌握最新情

勢動向。 

(二) 為防範中共藉港澳資金及人員交流對我進行滲

透，持續協助內政部依「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

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22 條、第 30 條規

定，進行跨部會聯合審查，強化國家安全。同時因

應疫情期間實施之港澳居民入境管制措施，持續

協助內政部辦理專案入境申請案件之審查。 

(三) 持續盤點港澳相關交流規範，在兼顧國家安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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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延攬港澳優秀人才，包括：協助教育部於今

年 4 月 25 日修正發布「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

法」，開放不具居留身分之港澳高中生來臺升學；

協助內政部於今年 6 月 13 日修正發布「香港澳門

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增列尋

職及在臺修讀碩博士就學期間得折抵居留期間等

規定。另補助辦理在臺港澳人士生活分享會、臺

港文化推廣暨放映會等，並規劃辦理在臺港澳學

生「職涯啟航培訓營」等活動，增進在臺港澳學生

交流互動及對臺灣多元文化與產業發展之瞭解，

提升留臺發展意願，有助延攬優秀港澳人才，增

進國家競爭力。 

(四) 賡續補助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下

稱策進會）推動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除

結合地方縣市政府相關資源，就港人在臺就學、

就業、心理諮商與社會救助、新住民服務等，建立

聯繫窗口與合作管道，並與地方政府合辦心理師

及社工師培訓講座，協助在臺港人走出政治暴力

創傷陰影。此外，亦持續提供港人來臺移民定居、

投資、就業、就學專業諮詢，並於策進會網站更新

常見諮詢問題；另協請教育部、勞動部、經濟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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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審議委員會、內政部移民署等機關，共同完善

政府整體諮詢回應。截至今年 11 月已回覆逾

2,500 件電話及電子郵件等諮詢案件。 

(五) 針對尋求人道援助的港人，政府機關持續依人道

原則及相關法規妥適處理，及提供協助，輔導相

關個案順利就學、就業，自主在臺生活。 

(六) 我駐港澳機構賡續推動駐地服務等相關業務，今

年 1月至 11月計協助在港澳國人辦理文書驗證 2

萬 156 件、護照申請 4,008 件；協助國人在港澳

急難救助案件 1,205 件，通報及探視在港受羈押

國人 12 人次，協助查獲我外逃港澳通緝犯 3 人

次。另 111 學年度透過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招生

管道申請入學並獲錄取之港澳生計 2,921 人（香

港 2,500 人、澳門 421 人）。 

九、強化溝通說明，以增進各界對政府兩岸政策之瞭

解與支持 

本會積極強化海內外政策溝通說明，並主動蒐集

民意及掌握輿情動態，即時回應各界關切議題，擴大

凝聚政策共識，以促進各界對政府兩岸政策的瞭解與

支持。包括： 

(一) 即時提供民眾最新兩岸政策訊息並強化雙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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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年 11 月底，本會臉書粉絲團已貼文 348 則（觸

及人數超過 652 萬人次）、IG 計 310 則、LINE@計

172 則，並針對中共對臺認知作戰及網路錯假訊息

製作貼文，即時澄清並提供正確政策資訊；製拍「別

讓假訊息破壞臺灣的民主」動畫短片，於網路平臺

總觀看數逾 143 萬次；製作及刊播「提醒國人注意

中共對臺認知作戰」廣播廣告，約觸及 389.7 萬人；

賡續辦理第五屆「eye 臺灣 win 兩岸」短片徵選競

賽，透過擴大民眾參與及結合民間創意，提升民眾

對兩岸關係發展、兩岸及臺港澳交流之關注度，形

成善意互動的契機；另辦理大專院校師生來會座

談、學者專家座談會及兩岸重要議題座談等計29場次。 

(二) 為增進外界對政府兩岸政策的瞭解，本會配合相

關業務說明與時事議題回應之需要，透過定期與

不定期辦理各類記者會、國內外媒體專訪、發送

新聞稿及新聞參考資料等方式提供媒體報導（迄

今年 11 月底，已舉行各類記者會共 22 場次，發

布新聞稿及新聞參考資料共 80 則，媒體專訪 11

場次），並持續協助國內外媒體瞭解兩岸政策，以

強化政策說明及溝通。 

(三) 因應兩岸情勢發展，強化政府兩岸政策海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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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工作，持續接見外賓拜會、外媒專訪，強化與

各國政要、智庫學者、僑界及各國駐華館處互動

交流，闡述臺灣自由民主價值及政府維護臺海和

平穩定現狀的堅定立場，爭取國際友我力量，迄

今年 11 月底安排拜會及交流活動計 84 場次；持

續提供兩岸政策英譯說明資料，迄今年 11月底共

編譯 90 篇。另將視國內外疫情情況及各國境管措

施，持續規劃海外政策溝通說明活動。 

(四) 配合大院對兩岸相關議題之問政需求，本會依例

赴大院進行業務報告、專題報告，亦列席兩岸相

關議題之公聽會、座談會、協調會及各項會議，並

持續拜會委員及大院各黨團幹部說明兩岸關係發

展及兩岸政策立場，提供政策資訊、諮詢或進行

意見交流，爭取委員對兩岸政策及法（議）案之支

持。今年大院休會期間適逢疫情，本會持續透過

電話、視訊等方式與委員辦公室及服務處保持聯

繫，維護國會溝通工作順暢。迄今年 11 月底，已

拜會委員 76 人次，並列席各項報告及會議逾 87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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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12 年度預算編列主要增減情形 

本會 112 年度預算配合施政需要，並衡酌各項計

畫優先緩急及實施效益，審慎檢討編列。重點如下： 

一、歲入部分 

歲入預算編列 60 萬 2 千元，包括租金收入、廢舊

物資售價及雜項收入，較 111 年度減列 6 萬 9 千元，

主要係減列臺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等團體租用辦

公處所之租金收入等。 

二、歲出部分 

歲出預算編列 9 億 2,842 萬 9 千元，較 111 年度

增列 1,421 萬 8 千元，主要增減情形如下： 

(一)增列中央聯合辦公大樓電梯更新分攤款 1,595 萬

1 千元及關鍵基礎設施防災整備經費 100 萬元等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經費。 

(二)增列兩岸交流事務經費 875萬 5 千元。 

(三)減列港澳館舍租金 1,555 萬元。 

肆、112 年度預算配合施政計畫編列情形 

本會依據行政院 112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核定預

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

編定 112 年度施政計畫，其工作重點與預算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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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合規劃業務：編列 2,910 萬 7 千元（占 3.14%），

因應整體情勢發展及中共對臺加大複合性施壓統

戰，工作重點為研判掌握中共「二十大」後對臺政

策走向、中國大陸內外部情勢及區域情勢動態，

透過結合多面向蒐析整體情勢資訊，及學術界專

業能量進行委託研究、研討活動，在國內外舉辦

兩岸相關議題諮詢座談及國際研討會，評估情勢

發展，加強國內外學界智庫對臺海情勢的關注，

並提供政策建議。另辦理民調掌握民意趨向，及

與縣市政府聯繫與互動合作，蒐研意見建議與政

策說明，作為政府研議政策及應處參考。 

二、經濟業務：編列 2,762 萬元(占 2.97%)，工作重點

為因應國際、中國大陸及兩岸情勢發展，研擬及

推動兩岸經貿政策及互動策略，並在疫情受到有

效控制後，逐步恢復兩岸經貿各層面交流；加強

蒐整及研析中國大陸經濟情勢與兩岸經貿發展，

維護兩岸經貿安全及加強風險控管，以切實掌握

動態；強化臺商聯繫及輔導工作，以提供切合臺

商需求之服務；增強與社會各界溝通及諮詢兩岸

經貿政策，以擴大凝聚社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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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政業務：編列 1 億 8,549萬 6 千元(占 19.98%；

其中捐助海基會 1 億 5,687 萬元，占 16.9%)，工

作重點為檢討兩岸事務相關法令規定，強化民主

防衛法制工作，掌握疫情發展，強化人員往來交流

安全管理作為，妥處相關衍生問題，完備風險管理

措施；強化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中國大陸管

理與兩岸交流規範之宣導；推動兩岸共同打擊犯

罪及司法互助等法政類協議之落實執行，維護國

人權益；賡續辦理政府緊急服務電話與關懷簡訊

之發送，完善國人赴中國大陸人身安全協處機制；

提升海基會服務效能，落實執行政府委託事項。 

四、港澳蒙藏業務：編列 1 億 3,958 萬 2 千元(占

15.03%)，工作重點為因應港澳變局強化應處作

為，定期檢視港澳情勢發展，辦理港澳政策研究

規劃及蒙藏情勢蒐集研析；通盤檢視研修港澳相

關法規，健全交流秩序，兼顧國家安全及民眾權

益，務實推動臺灣與港澳交流；妥處在臺港澳人

士之聯繫與服務，踐行普世價值。 

五、聯絡業務：編列 3,319 萬 5 千元(占 3.58%)，工

作重點為運用網路社群媒體平臺及各類多元傳播

19



 

管道，強化兩岸政策說明及論述，反制中共對臺

認知作戰，以提升各界對政府兩岸政策之認同與

支持；掌握兩岸相關議題之新聞報導動態，加強

國內外媒體聯繫與服務，即時回應外界關切之兩

岸議題並提供正確之政策資訊；聯繫安排國際訪

賓拜會及座談，即時向海外傳達政府兩岸政策訊

息，並視情彈性規劃辦理海外政策溝通說明活動

等，爭取國際友我力量；持續就兩岸政策議題，強

化國會溝通與諮詢聯繫工作。 

六、文教業務：編列 4,233 萬 3千元（占 4.56%），工

作重點為因應國際及兩岸情勢動態發展，研擬兩

岸文教交流策略、強化安全管理機制；掌握兩岸

整體情勢發展，並對兩岸文教情勢重要議題進行

研究分析；加強辦理青年學生兩岸關係及文教交

流政策研習活動，協助民間及學術團體推動兩岸

關係學習課程及文教各項交流活動；加強對中國

大陸傳播臺灣社會民主自由、多元開放之各項資

訊，促進兩岸資訊對等流通；協助在陸臺商子女

與臺灣教育接軌，增進對臺灣社會發展之瞭解，

落實政府照顧在陸臺商子女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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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行政、交通及運輸設備：編列 4 億 6,927 萬

6 千元（占 50.54%），主要係人事費、基本行政工

作維持、資安防護、資訊系統與設備購置維護及

更新交通設備等經費，均用以提升工作效能、符合

資通安全管理法法遵事項，以順利支援業務執行。 

八、第一預備金：編列 182 萬元（占 0.2%），係因應兩

岸情勢變化需要，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列。 

伍、補(捐)助計畫與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 

一、本會訂定「大陸委員會補助辦理兩岸民間交流活

動作業要點」、「大陸委員會辦理補（捐）助財團

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計畫審核與經費核銷作業注

意事項」、「大陸委員會辦理補（捐）助財團法人

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審核與經費核銷作業注

意事項」等規定，據以辦理各項兩岸交流活動相

關補、捐助作業。謹檢附本會 110 年度「補、捐

（獎）助其他政府機關或團體個人經費報告表」

（詳如附件二）。 

二、自 101 年度起，本會按月於網站公布辦理政策宣

導之執行情形，並按季函送大院在案。謹檢附本

會 110 年度第 4 季至 111 年度第 3 季「辦理政策

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詳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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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本會將本於職責，以負責任的態度，依循臺灣主

流民意，穩健推動兩岸關係良性互動，致力維護臺海

和平穩定，保障臺灣及國人的最大利益。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賜予指教並鼎力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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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協議執行概況 

ㄧ、空運直航方面（含 3項協議）： 

97 年 6月 13 日兩岸兩會簽署「兩岸包機會談紀要」，同

年 7月 4日兩岸週末包機首航；11 月 4 日兩會簽署「兩岸空

運協議」，12 月 15 日擴大實施為平日包機。98 年 4 月 26 日

兩會簽署「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自同年 7 月 29 日起實

施南線和第 2條北線雙向直達航路；8 月 31 日開始實施定期

航班。兩岸航空主管部門持續進行擴增航點及航班之溝通，

兩岸航班已由每週 108 班增加至目前的 890 班，兩岸客(貨)

運航點目前已經增加至 71個航點（我方 10個，陸方 61個）。109年

1 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擴散，政府自 2月 10 日起限縮

兩岸航空客運直航之大陸航點至 4航點（北京、上海、成都、

廈門)，110 年飛航 5,195 個架次。今(111)年 1 月至 10 月，

兩岸客運直航合計飛航 2,558 個班次，較上年度同期減少

1,754 個班次(減幅 40.68%)，載運旅客為 259,049 人次，較上年

度同期增加 31,215人次(增幅13.7%)；兩岸貨運直航計載運貨物逾

146,659公噸，較上年度同期減少 49,916公噸(減幅 25.39%)。 

二、海運直航方面： 

97 年 11 月 4 日兩岸兩會簽署「海峽兩岸海運協議」，並

於同年 12 月 15 日實施兩岸海運直航，其後雙方業務主管部

門持續溝通，兩岸開放港口數由 74 個港口（我方 11個港口；陸方

48 個海港及 15 個河港），至目前 85 個港口（我方 13 個港口；陸方 55 個

海港及 17個河港）。110年直航兩岸港口船舶總計約 1.58萬艘次，

裝卸貨物約 1.12 億噸。今年 1 月至 10 月，兩岸海運直航進

出我方港口的船舶計 13,398 艘次，較上年度同期增加 166艘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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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增幅 1.25%)，總裝卸貨物達 9,038 萬噸，較上年度同期減少

127 萬噸(減幅 1.39%)。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我方自

109年 2月 10日起暫停許可兩岸海運客運直航航線航班。 

三、觀光方面： 

97 年 6 月 13 日兩會簽署「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

灣旅遊協議」，同年 7 月 18 日開放中國大陸人民來臺團體旅

遊，經後續協商，兩會於 100 年 6月 21日完成「海峽兩岸關

於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修正文件一」換文，同年 6 月 28

日開放中國大陸人民來臺自由行，迄今共開放中國大陸 47個

城市。我方臺旅會於 99年 5月 4日設立北京辦事處、101 年

11 月 15 日設立上海辦事分處及 104 年 11 月 18 日上海辦事

分處福州辦公室成立，海旅會亦於 99 年 5月 7日設立臺北辦

事處及 103 年 7 月 2 日設立高雄辦事分處，為旅遊者提供便

利服務，自 102 年 4 月 1 日起，中國大陸團體旅客來臺平均

每日數額由 4,000 人次提高為 5,000 人次。自 105年 12 月 15

日起，自由行旅客平均每日數額由 5,000 人次提高為 6,000

人次。 

108 年陸客入境總數為 181 萬人(團客 85.8 萬人，自由行 95.2 萬

人)。109年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蔓延，為防疫需要，政

府於同年 1 月 26 日宣布，暫緩中國大陸人士來臺觀光旅遊。

109年來臺觀光人數 2.4萬人。 

四、兩岸通郵、通匯方面： 

97 年 11 月 4 日兩會簽署「海峽兩岸郵政協議」，自同年

12月 15日起兩岸郵政協議生效後，兩岸直接通郵，中華郵政

公司開辦兩岸直接平常和掛號函件、小包、包裹、快捷郵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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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專遞）提供便捷多樣的郵遞服務，滿足民眾用郵需求。經統

計，110 年雙方互寄函件（含平常、掛號及快捷郵件）383.5 萬件，

其中國際快捷 EMS 39 萬件，兩岸郵政速遞 17.8萬件，兩岸

郵政 e小包 30.9萬件。今年 1月至 10月，雙方互寄函件（含

平常、掛號及快捷郵件）267萬件，其中國際快捷 EMS 25萬件，兩

岸郵政速遞 17.3萬件，兩岸郵政 e 小包 19.5萬件。 

五、兩岸金融合作方面： 

98 年 4月 26 日兩會簽署「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並

於同年 6月 25日生效，依協議授權，兩岸金融監理機關於 98

年 11月 16日簽署銀行業、證券及期貨、保險業 3項金融 MOU，

並於 99 年 1 月 16 日生效。另，兩岸貨幣主管機關於 101 年

8月 31日簽署貨幣清算 MOU，並於同年 11月 1日生效。 

(一)金融監督管理 

99 年 3 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施行兩岸金融、證券

期貨、保險三項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增訂兩岸金

融業互設分支機構及參股投資的管理規定。截至今年 10月止，

在銀行業部分，已核准 16家國內銀行赴中國大陸設立分（支）

行及子行，其中 25家分行、8家支行及 5家子行已開業，4家

銀行設有代表人辦事處；另陸銀來臺部分，設立 3 家分行及

2家辦事處。證券期貨業部分，已核准 1家證券商赴中國大陸

參股設立期貨公司(因參股期貨商之中國大陸股東財務問題，107 年 3 月雙

方終止參股協議)、1 家證券商參股設立證券公司，1 家期貨商赴

中國大陸投資大陸期貨公司，4家投信事業參股設立基金管理

公司並已營業，1 家投信事業設立辦事處，7 家證券商設立 9

處辦事處。保險業部分，已核准 12 件國內保險公司及保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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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赴中國大陸參股投資，並已獲中國大陸核准參股投資 7

家保險公司、1家保險經紀人公司及 2家保險代理人公司，另

有 4 件因交易對象異動撤銷及 1 件金管會已核准但尚未向中

國大陸監理機構遞件申請；計有 8家保險公司設有 8處辦事處。 

(二)貨幣管理合作 

102 年 1 月中央銀行發布修正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

辦法，同年 2月 6日起國內外匯指定銀行（DBU）陸續開辦人

民幣業務。截至今年 10 月底，DBU 及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OBU）辦理人民幣業務之家數分別為 66家及 57家；人民幣

存款餘額（含 NCD）合計為 2,090.9 億人民幣；全體銀行透過

中國大陸中國銀行臺北分行辦理之人民幣結算總金額為

4,831億人民幣。 

六、農產品檢疫檢驗方面： 

98 年 12 月 22日兩會簽署「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協

議」，並於 99 年 3 月 21 日生效實施。依據協議，兩岸主管

機關已建立查證、溝通及協商管道；截至今年 10月底止，雙

方就檢疫檢驗案件通報、查詢及聯繫達 2,372 件，其中今年

76件(不合格通報 27件、產品輸入及檢疫規定查詢 1件、業務聯繫 42件及訊息

回復 6 件)，協助解決雙方農產品進出口貿易之檢疫檢驗問題，

加速通關效率。 

七、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方面： 

98 年 12 月 22日兩會簽署「海峽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

合作協議」，於 99 年 3 月 21 日生效。藉由該合作協議的簽

署，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中國大陸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AQSIQ）、標準化管理委員會（SAC）及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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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CNCA）建構了官方合作平臺，成立有標準、計量、檢驗、

驗證認證及消費品安全 5 個合作工作組，一方面從制度面及

技術面促進兩岸貨品貿易，另一方面則從市場監督及管理面

合作確保消費者使用產品的安全。 

有關協助業者瞭解中國大陸法規及輸銷產品方面，協助

業者核發檢驗證明文件，自 99年至今年 10月 31日共核發輸

陸食品衛生特約檢驗證明計 3,310批，其中，110年計 297批，

今年 1月至 10月計 189批。 

八、漁船船員勞務合作方面： 

98 年 12 月 22日兩會簽署「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

協議」，強化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健全管理制度；減少不

法情事發生，保障船長權益；建立保證機制維護雙方權益；建

立糾紛處理機制增進勞僱和諧；維護船員福利，避免不當剝削。 

自 99 年 3 月 21 日起生效實施，截至今年 10 月執行成

果：農委會已核准我方 16家仲介機構，並公告中國大陸方面

指定 10 家船員外派經營公司。兩岸經營主體已簽署 60 張勞

務合作契約。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109 年 1 月 30

日起暫緩受理僱用大陸船員來臺申請，迄今年 10月底受僱我

漁船主之中國大陸船員共計 232人。 

九、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方面： 

99年 6月 29日兩岸兩會簽署 ECFA，早期收穫計畫於 100

年 1月 1日全面實施，102 年 1 月 1日起貨品貿易早期收穫

計畫全部產品降為零關稅。 

自實施以來，在貨品貿易部分，依據財政部關務署統計，

今年 1 月至 8月我對中國大陸出口總額約為 830.69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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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陸方給予我方早期收穫清單內貨品之出口額約為 148.33

億美元，獲減免關稅約 6.08億美元，累計 100 年 1月至今年

8 月獲減免關稅約 91.73 億美元。今年 1 至 9 月原產地證明

書核發 87,080件，總金額約 102.25 億美元。 

在農產品部分，根據農委會資料顯示，今年 1月至 10月

早收清單（18個稅項）出口中國大陸金額為 4,981萬美元，其中

生鮮甲魚蛋（12.8%）之出口成長穩定。 

在金融服務業部分，截至今年 10月，金管會已核准 16家

國內銀行在中國大陸設立分行或子行，其中25家分行已開業，

另設有 4家辦事處。另一方面，3家陸銀在臺分行亦已開業。

截至今年 10 月，20 家國內投信事業及 1 家證券商獲中國大

陸「證監會」核准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其中 20

家投信事業取得投資額度合計 57.01 億美元，1 家證券商取

得投資額度 0.8 億美元；9家國內保險業獲准 QFII 資格並取

得投資額度合計 47 億美元；6 家國內銀行獲准 QFII 資格並

取得投資額度合計 3.8億美元。 

在非金融服務業部分，100 年 1 月至今年 9 月核准赴中

國大陸投資涉及 ECFA服務早收項目計 899件，投資或增資金

額約 10.2 億美元；另截至今年 9 月，我方共有 43 部臺灣電

影片依據 ECFA服務貿易早期收穫計畫，於中國大陸上映。 

十、兩岸投資保障方面： 

101 年 8 月 9 日兩會簽署「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

議」，並於 102 年 2月 1日生效，提供中國大陸臺商財產權、

經營權及人身安全等相關權益的全面保障，且保障效力溯及

既往，在協議生效前所作投資也在適用範圍，臺商可運用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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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相關規定尋求保障。 

經濟部已建置「兩岸投保協議」專區，並定期更新「協議

執行情形」。協議簽署後至今年 10 月底止，受理臺商投資糾

紛案共計 349 件，每件均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其中 200 件送

請陸方窗口協處，送協處糾紛類型以土地使用權 55 件（28%）

最多，其次為徵收補償 47件（24%）、行政爭議 21件（11%）、法

院程序 20 件（10%）。已完成協處（結案）案件計 125 件（達成率

63%），其餘協處中（未結案）案件計 75 件，除 4件依程序書面通

知臺商遭退件已列入失聯案件列管外，餘 71件持續辦理臺商

與陸方政府部門協調溝通中。 

十一、兩岸海關合作方面： 

101 年 8 月 9 日兩會簽署「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並

於 102 年 2 月 1 日生效，有助提升兩岸通關效率，降低企業

成本，打擊非法走私，並進一步擴大 ECFA早收清單貨品效益。 

為擴大服務臺商及進出口相關業者，協助解決兩岸貨品

通關問題，財政部關務署已設立服務專線，協調解決執行 ECFA

早收清單貨品通關疑義、海關合作協議執行遭遇問題、兩岸

進出口貨物海關稅則歸類疑義，及提供我方進出口貨物通關

法規及實務作業程序疑義解答。今年 1月至 10月業者電話查

詢有關 ECFA 早收清單貨品相關問題約計 887件，較上年同期

增加 2%。 

兩岸海關自 105年 10月 1日實施兩岸海關安全認證優質

企業與高級認證企業(AEO)互認試點合作。我方試點海關為基

隆關與高雄關，陸方試點海關為南京、福州、廈門海關。據財

政部關務署統計，截至今年 10月底，我方 AEO 廠商出口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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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共計 145家。 

十二、兩岸地震監測合作方面: 

103 年 2 月 27 日兩會簽署「海峽兩岸地震監測合作協

議」，104 年 6月 24日生效。透過兩岸地震主管機關的合作，

可以針對地震監測業務相關議題進行交流與合作，以強化兩

岸地震監測及防災減災的能力，進而維護兩岸人民生命財產

安全。雙方已於 104 年 9 月 13 日至 15 日在臺灣召開第一次

工作會議。同年 10 月 13 日至 14 日在臺北舉行 2015 年「地

震監測實務及預測分析研討會」。107 年 2月 6日花蓮發生災

害地震，陸方來訊關切，同年 2月 13 日我方依據地震監測合

作協議內容，以電子郵件方式提供陸方該災害地震餘震活動

測報分析。 

十三、兩岸氣象合作方面: 

103 年 2 月 27日兩會簽署「海峽兩岸氣象合作協議」，

104 年 6 月 24日生效。透過雙方加強合作交流可有效強化兩

岸政府與人民對災害性天氣與地震的預警能力，以擴大對兩

岸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保障。105 年 7 月及 9 月於尼伯特颱

風、莫蘭蒂颱風及梅姬颱風警報期間，雙方各進行過 1 次災

害性天氣溝通，交換颱風相關資訊及看法。107年 4月雙方透

過電子郵件就「2018 年最新更新之颱風新名字」依據慣例予

以聯繫。 

十四、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方面: 

104 年 8 月 25日兩會簽署「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

航合作協議」，並於同年 12 月 31 日生效。將透過雙方飛航

標準及適航管理合作，克服目前兩岸航機維修、檢查簽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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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材適航掛籤限制等問題，提高飛航安全，亦將秉持「對

等、尊嚴、互惠」原則與陸方進行交流與合作。 

十五、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方面：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生效後，迄今

年 10 月底，我方相關機關與中國大陸方面合作破獲 246 案，

逮捕嫌犯 9,572人，其中屬詐欺案件計 117起、7,401人，有

效降低臺灣詐欺案件發生數與受害金額，保障民眾財產安全。

根據我警方受理詐欺案件統計資料，自 98年起迄今，有關詐

騙案件發生總數迭有增減趨勢；過去兩岸治安機關曾聯手破

獲多起跨境詐騙犯罪集團，遏制跨境電信詐騙犯罪。 

自 105 年 4 月起陸續發生中國大陸自肯亞、馬來西亞、

柬埔寨及亞美尼亞等國，將涉嫌跨境電信詐騙犯罪的國人強

行押往中國大陸之案件，政府除在 105 年 4、5月間，兩度組

團赴陸進行溝通；並針對可操之在我部分，積極強化相關打

擊犯罪之作為，以有效遏止犯罪份子犯案，也與印尼、馬來西

亞、泰國、新加坡、美國、葡萄牙等多國警方合作，陸續在當

地破獲詐騙集團，並將相關涉案國人遣返回臺依法偵辦，均可

見政府打擊跨境電信詐騙犯罪的成果。為有效打擊跨國電信

詐騙犯罪，並向上溯源、追查犯罪集團首腦，政府也持續呼籲

陸方應珍惜過去雙方合作、累積的成果，並在既有的基礎上

展開合作，以保障民眾權益。 

十六、落實兩岸民眾智慧財產權之保護方面： 

「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生效後，截至今年

9 月底，陸方共受理我方專利優先權主張 57,724 件、商標優

先權主張 518 件，品種優先權 3 件。我方民眾向經濟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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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局請求協處，其在中國大陸之智慧財產權保護案件，截

至今年 10月底共 869件，陸方已完成協處 678件、13件已通

報尚在協處程序、178件則已提供法律協助。 

十七、推進兩岸醫藥衛生合作方面： 

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自 100年 6月 26日生效後，兩岸

衛生主管機關已針對兩岸相關疫情，進行通報，例如中國大

陸向我方通報小兒麻痺、H5N1 禽流感、55型腺病毒、H7N9禽

流感病例、麻疹確診個案接觸者資訊、108 年 12 月中國大陸

武漢市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近二年 H5N6、

H9N2、H3N8 等禽流感病例等疫情相關資料，我方得以即時掌

握中國大陸疫情資訊，更有效維護民眾之健康安全，雙方持

續就緊急救治、COVID-19個案等相關資訊進行通報。 

十八、兩岸食品安全方面： 

本協議自 97 年 11月 11日生效以來，透過協議通報窗口

及制度化處理機制，即時通報及查詢問題食品訊息。依衛生

福利部統計，自 98 年 3 月議定通報格式起，迄今年 10 月底

止，相互通報案件共 6,698 件，近一年來主要不合格原因以

標籤不合格、成分含陸方非准用但我方准用之食品原料，及

兩岸食品添加物或食品中微生物衛生標準不一致為大宗。 

十九、兩岸核電安全合作方面： 

「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生效後，迄今年 11月底，

兩岸核電安全主管機關依據協議內容，已分別舉行 5 次工作

組會議、各 4次業務工作交流會議及專題研討會，及 41次每

季緊急應變通聯傳真測試，建立核電安全資訊交流及事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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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聯繫預警機制，有助提升兩岸核電運轉安全，保障兩岸人

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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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

補、捐（獎）助其他政府
中華民國

已撥數

臺北市立大學 「臺灣人權學刊」贈閱中國大陸相關學術單位計畫 文教業務 40,000 40,000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 綜合規劃業務 59,760 59,760

國立東華大學 歐中臺關係與印太戰略論壇 綜合規劃業務 50,000 50,000

國立中興大學 當代中國外交國際研究工作坊 綜合規劃業務 100,000 100,000

國立中興大學
2021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後疫情下的國際秩序與民主挑戰」國

際學術研討會
綜合規劃業務 200,000 200,000

國立政治大學
辦理「2021第十六屆研習營：全球視野、在地鏈結與共生」學術

研討會
文教業務 99,199 99,199

國立清華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 文教業務 45,000 45,000

國立政治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 文教業務 36,429 36,429

國立成功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 文教業務 36,300 36,300

國立政治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 文教業務 29,477 29,477

國立高雄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 文教業務 37,012 37,012

國立清華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 文教業務 45,000 45,000

國立成功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 文教業務 48,620 48,620

國立政治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 文教業務 50,000 50,000

國立中山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 文教業務 34,510 34,510

國立政治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 文教業務 40,883 40,883

國立高雄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 文教業務 50,000 50,000

國立政治大學
 新冠疫情發展、因應與影響：跨國比較與超前部署研討會 法政業務 99,796 99,796

國立清華大學 「COVID-19後疫情時代及中國的演化式治理」座談會 法政業務 69,300 69,300

國立政治大學 辦理「臺港關係：形勢變遷與挑戰」座談會 港澳蒙藏業務 42,813 42,813

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
辦理「第八屆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境智一如－

聖嚴思想與漢傳佛教的身心安樂與天地時空」線上視訊研討會
文教業務 30,000 30,000

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寄贈臺灣文學相關雜誌予中國大陸文學、學術界人士 文教業務 80,000 80,000

財團法人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第二十四屆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 經濟業務 100,000 100,000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增加經費之專案補助經費 法政業務 1,393,046 1,393,046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捐助海基會辦理兩岸中介事務 法政業務 157,189,000 152,537,429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110年度經費 港澳蒙藏業務 4,000,000 2,562,296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密不錄由 港澳蒙藏業務 37,041,000 18,581,418

台灣戰略研究學會
「明天過後：新冠肺炎後國際政經局勢及兩岸關係的重整與挑

戰」研討會
綜合規劃業務 32,000 32,000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 「中共兩會與近期兩岸關係發展」民調座談會 綜合規劃業務 155,000 155,000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 「總統國慶演說與近期臺海局勢」民調座談會 綜合規劃業務 160,000 160,000

中華民國當代日本研究學會 2021第7屆日本研究青年論壇暨論文獎 綜合規劃業務 50,000 50,000

中國政治學會
2021年會暨「板塊挪移下的新世局：全球疫情、科技革命、強權

爭霸」國際學術研討會
綜合規劃業務 100,000 100,000

臺灣東突厥斯坦協會 揭發真相:維吾爾法庭審判論壇 綜合規劃業務 100,000 100,000

社團法人經濟民主連合 辦理「2021年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識讀線上系列主題講座」活動 文教業務 794,500 794,500

社團法人台灣民族誌影像學會 辦理「2021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文教業務 30,000 30,000

亞太區域發展暨治理學會 2022兩岸暨大陸經濟、金融情勢前瞻研討會 經濟業務 74,982 74,982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110年度「工商會務季刊」 經濟業務 102,500 102,500

受 補 、 捐 ( 獎 ) 助 單 位 名 稱 補、捐 (獎)助計畫名稱

列    支

科    目

名    稱
預算數(1)

決算數

補、捐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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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附件二
機關或團體個人經費報告表     
110年度

未撥數 合計(2)

0 40,000 0 V V

0 59,760 0 V V

0 50,000 0 V V

0 100,000 0 V V

0 200,000 0 V V

0 99,199 0 V V

0 45,000 0 V V

0 36,429 0 V V

0 36,300 0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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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7,012 0 V V

0 45,000 0 V V

0 48,620 0 V V

0 50,000 0 V V

0 34,510 0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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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000 0 V V

0 99,796 0 V V

0 69,300 0 V V

0 42,813 0 V V

0 30,000 0 V

0 80,000 0 V

0 100,000 0 V

0 1,393,046 0 V

0 152,537,429 4,651,571 V 4,651,571 111.1.17

0 2,562,296 1,437,704 V 1,437,704 111.1.17

0 18,581,418 18,459,582 V 18,459,582 111.1.17

0 32,000 0 V

0 155,000 0 V

0 160,000 0 V

0 50,000 0 V

0 100,000 0 V

0 100,000 0 V

0 794,500 0 V

0 30,000 0 V

0 74,982 0 V

0 102,500 0 V

計 畫

執 行

情 形

 助金額

備註決算數
預決算

比較增減數
(3)=(1)-(2)

已

完

成

未

完

成

是 否 金額

收 回

繳 庫

日 期

是否納

入受補

助單位

預 算 計畫未

完成

原因

計畫完成結餘款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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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

補、捐（獎）助其他政府
中華民國

已撥數

受 補 、 捐 ( 獎 ) 助 單 位 名 稱 補、捐 (獎)助計畫名稱

列    支

科    目

名    稱
預算數(1)

決算數

補、捐 (獎)

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21大陸臺商高階主管經營研習會 經濟業務 501,941 501,941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2021第91屆國醫節第13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法政業務 50,000 50,000

台灣兒童胸腔暨重症醫學會 第六屆亞洲兒童胸腔醫學會年度大會(APPS) 法政業務 30,000 30,000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110年人事及事務費 港澳蒙藏業務 1,400,000 1,400,000

社團法人經濟民主連合 密不錄由 港澳蒙藏業務 649,178 649,178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辦理香港立法會選舉與臺港新情勢發展座談會 港澳蒙藏業務 102,906 102,906

滅劇場黯黑舞蹈團 辦理第7屆愛自由當代書藝聯展 港澳蒙藏業務 100,000 100,000

中華全國在臺港澳大專學生聯合會 辦理第27屆全台港澳學聯第1屆緣宵舞會 港澳蒙藏業務 30,000 30,000

臺灣服務業聯盟協會 辦理「亞洲物流航運及空運會議」線上直播會議之圓桌論壇 港澳蒙藏業務 100,000 100,000

社團法人臺灣民間支援香港協會 辦理「臺港同心落地深耕」線上系列講座 港澳蒙藏業務 90,997 90,997

社團法人臺灣民間支援香港協會 辦理遇見香港攝影比賽 港澳蒙藏業務 60,000 60,000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 辦理疫後的香港新情勢與台港關係系列論壇 港澳蒙藏業務 220,065 220,065

臺灣香港邊城青年 辦理臺灣校園香港文化推廣活動暨放映會 港澳蒙藏業務 156,953 156,953

臺灣圖博之友會 辦理「中共終極滅藏政策VS達賴喇嘛轉世」座談會 港澳蒙藏業務 106,000 106,000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辦理「從香港選制與基本法變更，看一國兩制現況及前景未

來？!」座談會
港澳蒙藏業務 91,720 91,720

密不錄由 六四紀念相關活動 聯絡業務 238,843 238,843

密不錄由 民主議題相關研討會 聯絡業務 280,000 280,000

密不錄由 中共百年研討會相關活動 聯絡業務 400,000 400,000

密不錄由 人權觀察座談活動 聯絡業務 275,550 275,550

密不錄由 兩岸青年民主交流活動 聯絡業務 225,000 225,000

密不錄由 中國大陸少數民族人權研究報告及網站維運 聯絡業務 580,230 580,230

密不錄由 六四紀念活動、海外推動民主化相關活動 聯絡業務 195,440 195,440

密不錄由 中國大陸民主轉型相關書籍出版 聯絡業務 277,000 277,000

密不錄由 中國大陸民主轉型相關刊物出版 聯絡業務 640,400 640,400

密不錄由 中共人權研討會、紀念維權人士活動及網站運作等 聯絡業務 911,777 911,777

佛光大學 「 當前美國印太戰略布局下南海情勢應處策略」國際研討會 綜合規劃業務 62,779 62,779

淡江大學
「2021淡江戰略學派年會暨第17屆紀念紐先鍾老師」國際學術研

討會
綜合規劃業務 49,790 49,790

東海大學 辦理「兩岸關係現況與挑戰青年營」 文教業務 82,940 82,940

淡江大學
辦理「2021全球變局下的中國大陸、兩岸關係與國家發展博碩士

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
文教業務 46,600 46,600

淡江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上半年) 文教業務 45,000 45,000

淡江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下半年) 文教業務 50,000 50,000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上半年) 文教業務 40,600 40,600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補助開設「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下半年) 文教業務 39,520 39,520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辦理升學輔導臺灣班畢業典禮活動 文教業務 23,000 23,000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採購2021介紹臺灣文化之英文教材相關書目暨參加相關認識臺灣

及宣傳臺灣之英語競賽與交流計畫
文教業務 396,000 396,000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辦理「110年推廣臺灣閱讀教育計畫」 文教業務 397,000 397,000

本會退休人員 春節退休人員慰問金 一般行政 10,000 10,000

本會退休人員 端午節退休人員慰問金 一般行政 10,000 10,000

本會退休人員 中秋節退休人員慰問金 一般行政 10,000 10,000

合    計 211,623,356 187,074,499

註：108及109年度之上揭表件，業分別經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及同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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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機關或團體個人經費報告表 
110年度

未撥數 合計(2)

計 畫

執 行

情 形

 助金額

備註決算數
預決算

比較增減數
(3)=(1)-(2)

已

完

成

未

完

成

是 否 金額

收 回

繳 庫

日 期

是否納

入受補

助單位

預 算 計畫未

完成

原因

計畫完成結餘款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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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0年度第4季 單位：元

宣導項目、

標題及內容

媒體

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

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

廠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播對象

本會臉書：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0.10.1~110.12.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451,926   Facebook 貼文118則 Facebook

本會IG：持續就政府

兩岸政策與兩岸關係

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0.10.1~110.12.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 Instagram 貼文106則 Instagram

本會LINE：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0.10.1~110.12.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68,976    

艾斯博媒

體有限公司
貼文51則 LINE

「eye臺灣win兩岸短

片徵選競賽活動」網

路廣告

網路

媒體
110.9.1~110.11.4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500,000   

鴻星數位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曝光數1,139萬5,170次

觀看數93萬808次

Youtube

Facebook

Google

「和平 對等 民主

對話」短片網路廣告

網路

媒體
110.10.15~110.12.17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1,500,000 

鴻星數位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曝光數1,812萬3,614次

觀看數485萬8,007次

Youtube、

Facebook、

Google、Yahoo、

Line

「eye臺灣win兩岸短

片徵選競賽活動」前

3名得獎作品網路廣

告

網路

媒體
110.12.9~110.12.22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400,000   

鴻星數位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曝光數876萬8,361次

觀看數82萬6,269次

Youtube、

Facebook、

Google、APP

於中央社2022世界年

鑑刊登「和平 對等

民主 對話」平面廣

告

平面

媒體
110.12.1~111.11.30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98,000    中央社 跨頁廣告1則 中央社讀者

於中華民國旅行業保

障協會印製「金質旅

遊行程暨旅遊小幫手

手冊」刊登廣告

(「國人赴中國大陸

及香港、澳門緊急事

故協助服務專線」及

「國人應徵海外職缺

，請務必注意人身安

全」廣告)

平面

媒體
110.12.1~111.11.30 法政處 公務 法政業務 80,000    

十華國際公

關有限公司
單頁廣告2則

協會會員、各相關

產業、各旅行社、

國內出入境旅客

(二)111年度第1季

宣導項目、

標題及內容

媒體

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

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

廠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播對象

本會臉書：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1.1～111.1.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27,562    Facebook 貼文29則 Facebook

本會IG：持續就政府

兩岸政策與兩岸關係

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1.1～111.1.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 Instagram 貼文24則 Instagram

本會LINE：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1.1～111.1.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22,992    

艾斯博媒

體有限公司
貼文19則 LINE

「和平 對等 民主

對話」短片網路廣告

網路

媒體
111.1.5～111.1.18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300,000   

鴻星數位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曝光數490萬6,187次

觀看數79萬4,792次

Youtube、

Facebook、

Google、Yahoo、

Line

大陸委員會(含海基會)

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

110年度第4季至111年度第3季

晴天整合行

銷有限公司

一、大陸委員會

中廣流行網(臺北

臺+9個地方臺)、

飛碟聯播網(臺北

臺+8個地方臺)、

好事聯播網(4個地

方臺)、城市廣播

網(臺北臺+3個地

方臺)、ICRT(臺北

臺+3個地方臺)、

寶島聯播網2個地

方臺、苗栗客家電

臺、大漢之音、臺

中廣播、臺東之

聲、蓮友廣播、蘭

嶼之音、金馬之

聲、非凡音樂網等

全國41家廣播電臺

「提醒國人注意中共

對臺認知作戰」(拒

絕假訊息) 60秒廣播

廣告

110.10.21~110.11.3 1,116檔次
廣播

媒體
聯絡業務聯絡處 公務 734,500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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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含海基會)

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

110年度第4季至111年度第3季

宣導項目、

標題及內容

媒體

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

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

廠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播對象

購置圖庫供美編繪圖

使用

網路

媒體

平面

媒體

111.1.1～111.12.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138,000   
達志有

限公司
無 無

購置圖庫供美編繪圖

使用

網路

媒體

平面

媒體

111.1.1～111.12.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90,881    geetyimages 無 無

購置圖庫供美編繪圖

使用

網路

媒體

平面

媒體

111.1.1～111.12.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63,000    
互騰有

限公司
無 無

本會勞務承攬人員辦

理4大媒體相關政策

宣導業務

網路

媒體
111.1.1～111.1.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90,656    

東慧國際諮

詢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提升政府兩岸政策及相關

重要訊息在社群平臺等4

大媒體之宣導效益。

網路媒體

本會臉書：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2.1～111.2.28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42,620    Facebook 貼文22則 Facebook

本會IG：持續就政府

兩岸政策與兩岸關係

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2.1～111.2.28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 Instagram 貼文17則 Instagram

本會LINE：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2.1～111.2.28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22,992    

艾斯博媒

體有限公司
貼文16則 LINE

本會勞務承攬人員辦

理4大媒體相關政策

宣導業務

網路

媒體
111.2.1～111.2.28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94,319    

東慧國際諮

詢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提升政府兩岸政策及相關

重要訊息在社群平臺等4

大媒體之宣導效益。

網路媒體

本會臉書：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3.1～111.3.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64,662    Facebook 貼文31則 Facebook

本會IG：持續就政府

兩岸政策與兩岸關係

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3.1～111.3.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 Instagram 貼文27則 Instagram

本會LINE：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3.1～111.3.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22,992    

艾斯博媒

體有限公司
貼文19則 LINE

本會勞務承攬人員辦

理4大媒體相關政策

宣導業務

網路

媒體
111.3.1～111.3.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96,267    

東慧國際諮

詢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提升政府兩岸政策及相關

重要訊息在社群平臺等4

大媒體之宣導效益。

網路媒體

宣導項目、

標題及內容

媒體

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

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

廠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播對象

本會臉書：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4.1～111.4.30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88,649    Facebook 貼文34則 Facebook

本會IG：持續就政府

兩岸政策與兩岸關係

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4.1～111.4.30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 Instagram 貼文31則 Instagram

本會LINE：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4.1～111.4.30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22,992    

艾斯博媒

體有限公司
貼文19則 LINE

本會LINE：推廣行銷

官方帳號

網路

媒體
111.4.25～111.4.29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150,000   

艾斯博媒

體有限公司
增加好友數5萬名 LINE

本會勞務承攬人員辦

理4大媒體相關政策

宣導業務

網路

媒體
111.4.1～111.4.30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136,905   

東慧國際諮

詢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提升政府兩岸政策及相關

重要訊息在社群平臺等4

大媒體之宣導效益。

網路媒體

本會臉書：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5.1～111.5.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101,175   Facebook 貼文33則 Facebook

(三)111年度第2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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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含海基會)

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

110年度第4季至111年度第3季

宣導項目、

標題及內容

媒體

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

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

廠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播對象

本會IG：持續就政府

兩岸政策與兩岸關係

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5.1～111.5.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 Instagram 貼文30則 Instagram

本會LINE：官方帳號

月費

網路

媒體
111.5.1～111.5.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4,263     

艾斯博媒

體有限公司
無 LINE

本會勞務承攬人員辦

理4大媒體相關政策

宣導業務

網路

媒體
111.5.1～111.5.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77,416    

東慧國際諮

詢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提升政府兩岸政策及相關

重要訊息在社群平臺等4

大媒體之宣導效益。

網路媒體

本會臉書：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6.1～111.6.30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52,077    Facebook 貼文31則 Facebook

本會IG：持續就政府

兩岸政策與兩岸關係

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6.1～111.6.30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 Instagram 貼文27則 Instagram

本會LINE：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6.1～111.6.30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依契約付

款期限核撥

艾斯博媒

體有限公司
貼文21則 LINE

本會勞務承攬人員辦

理4大媒體相關政策

宣導業務

網路

媒體
111.6.1～111.6.30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80,289    

東慧國際諮

詢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提升政府兩岸政策及相關

重要訊息在社群平臺等4

大媒體之宣導效益。

網路媒體

動畫短片「別讓假訊

息破壞臺灣的民主」

網路

媒體
111.6.29發布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802,000   

簡訊設計行

銷有限公司

強化民眾對中共對臺認知

作戰及假訊息傳播方式的

警覺。

本會官網、

Youtube、

Facebook

宣導項目、

標題及內容

媒體

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

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

廠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播對象

本會臉書：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7.1～111.7.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78,203    Facebook 貼文28則 Facebook

本會IG：持續就政府

兩岸政策與兩岸關係

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7.1～111.7.31 聯絡處 無 無 - Instagram 貼文27則 Instagram

本會LINE：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7.1～111.7.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依契約付

款期限核撥

(第1期款

114,900）

艾斯博媒

體有限公司
貼文15則 LINE

繪製政策議題圖卡
網路

媒體
111.4.1～111.6.30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33,075    

中港觀測

有限公司
圖卡7張

Facebook、

Instagram、

LINE、Twitter

本會臉書：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8.1～111.8.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78,212    Facebook 貼文36則 Facebook

本會IG：持續就政府

兩岸政策與兩岸關係

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8.1～111.8.31 聯絡處 無 無 - Instagram 貼文36則 Instagram

本會LINE：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8.1～111.8.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依契約付

款期限核撥

艾斯博媒

體有限公司
貼文14則 LINE

本會勞務承攬人員辦

理4大媒體相關政策

宣導業務

網路

媒體
111.7.1～111.7.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79,458    

東慧國際諮

詢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提升政府兩岸政策及相關

重要訊息在社群平臺等4

大媒體之宣導效益。

網路媒體

「別讓假訊息破壞臺

灣的民主!」短片網

路廣告

網路

媒體
111.7.6～111.7.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650,000

鴻星數位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曝光數712萬7,646次

觀看數143萬301次

Youtube、

Facebook、

Google、Line

本會IG：持續就政府

兩岸政策與兩岸關係

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9.1～111.9.30 聯絡處 無 無 - Instagram 貼文28則 Instagram

本會LINE：持續就政

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

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

網路

媒體
111.9.1～111.9.30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依契約付

款期限核撥

艾斯博媒

體有限公司
貼文16則 LINE

(四)111年度第3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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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含海基會)

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

110年度第4季至111年度第3季

宣導項目、

標題及內容

媒體

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

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

廠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播對象

本會勞務承攬人員辦

理4大媒體相關政策

宣導業務

網路

媒體
111.8.1～111.8.31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80,487    

東慧國際諮

詢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提升政府兩岸政策及相關

重要訊息在社群平臺等4

大媒體之宣導效益。

網路媒體

辦理111學年招收港

澳學生來臺就讀高中

或五專網路行銷推廣

計畫

網路

媒體
111.9.1 港澳蒙藏處 公務 聯絡業務

 174,000

(第1期款)

社團法人台

灣民間支援

香港協會

提升招收港澳學生來臺就

讀高中或五專之宣導效

益。

網路媒體

修改「別讓假訊息破

壞臺灣的民主」動畫

短片之檔案及字幕費

用

111.9.21
 39,900

(修改費用)

簡訊設計行

銷有限公司

刊播「別讓假訊息破

壞臺灣的民主」動畫

短片

111.9.8～111.9.30
-

(託播費用)

行政院政令

及公共服務

訊息短片託

播頻道

辦理111年第5屆eye

臺灣win兩岸短片徵

選競賽

網路

媒體
111.6.13 聯絡處 公務 聯絡業務

390,000

(第1期款)

天下雜誌股

份有限公司

為推動兩岸及臺港澳交流

互動，賡續辦理第5屆eye

臺灣win兩岸短片徵選競

賽，以鼓勵民眾利用影像

分享兩岸及臺港澳交流故

事。

網路媒體

強化民眾對中共對臺認知

作戰及假訊息傳播方式的

警覺。

4家無線電視臺、

原住民族電視臺

電視

媒體
公務 聯絡業務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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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含海基會)

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

110年度第4季至111年度第3季

(一)110年度第4季 單位：元

宣導項目、

標題及內容

媒體

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

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

廠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播對象

臺商諮詢日及兩岸經

貿講座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0.10.1~110.10.31

(第358期「兩岸經

貿」月刊)

經貿處 無 無 - 
漢藝創意

有限公司

「兩岸經貿」月刊

寄送對象

兩岸經貿網、臺商諮

詢日及兩岸經貿講座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0.11.1~110.11.30

(第359期「兩岸經

貿」月刊)

經貿處 無 無 - 
漢藝創意

有限公司

「兩岸經貿」月刊

寄送對象

兩岸經貿網、臺商諮

詢日及兩岸經貿講座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0.12.1~110.12.31

(第360期「兩岸經

貿」月刊)

經貿處 無 無 - 
漢藝創意

有限公司

「兩岸經貿」月刊

寄送對象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0.10.1~110.11.30

(第179期「交流」雙

月刊)

綜合處 無 無 - 
漢藝創意

有限公司

「交流」雙月刊寄

送對象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0.12.1~111.1.31

(第180期「交流」雙

月刊)

綜合處 無 無 - 
漢藝創意

有限公司

「交流」雙月刊寄

送對象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0.11.10~111.11.9

(中華兩岸旅行協會第

8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手

冊)

文教處

海基會預

算(政府支

付款)

10,000    
中華兩岸

旅行協會

公會會員、旅行相

關產業、國內出入

境旅客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0.11.24~111.11.23

(臺中市旅行公會2022

年會員名冊)

文教處

海基會預

算(政府支

付款)

20,000    
臺中市

旅行公會

公會會員、旅行相

關產業、國內出入

境旅客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0.12.8~111.12.7

(品質保障協會金質旅

遊行程暨旅遊小幫手)

文教處

海基會預

算(政府支

付款)

28,000    
品質保

障協會

公會會員、旅行相

關產業、國內出入

境旅客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0.12.10~111.12.9

(桃園市旅行公會2022

年會員名冊)

文教處

海基會預

算(政府支

付款)

20,000    
桃園市

旅行公會

公會會員、旅行相

關產業、國內出入

境旅客

(二)111年度第1季

宣導項目、

標題及內容

媒體

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

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

廠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播對象

國人在陸就醫申請健

保核退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1.2.1~111.3.31

(第181期「交流」雙

月刊)

綜合處 無 無 - 
漢藝創意

有限公司

加強宣導國人若在陸就醫

需申請健保核退，相關文

件需在中國大陸辦理公證

書，並經海基會驗證後方

可使用。

「交流」雙月刊寄

送對象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1.1.13~112.1.12

(南投縣旅行公會第11

屆第2次會員大會手

冊)

文教處

海基會預

算(政府支

付款)

8,000     
南投縣

旅行公會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1.1.14~112.1.13

(嘉義市旅行公會第13

屆第1次會員大會手

冊)

文教處

海基會預

算(政府支

付款)

10,000    
嘉義市

旅行公會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1.3.3~112.3.2

(新竹市旅行公會第10

屆第2次會員大會手

冊)

文教處

海基會預

算(政府支

付款)

10,000    
新竹市

旅行公會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1.2.25~112.2.24

(彰化縣旅行公會第12

屆第1次會員大會手

冊)

文教處

海基會預

算(政府支

付款)

10,000    
彰化縣

旅行公會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1.3.11~112.3.10

(屏東縣旅行公會第14

屆第1次會員大會手

冊)

文教處

海基會預

算(政府支

付款)

10,000    
屏東縣

旅行公會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1.3.28~112.3.27

(宜蘭縣旅行公會第10

屆第3次會員大會手

冊)

文教處

海基會預

算(政府支

付款)

5,000     
宜蘭縣

旅行公會

加強宣導服務專線，讓民

眾在遭遇問題時，可透過

緊急服務專線得到即時協

助。

公會會員、旅行相

關產業、國內出入

境旅客

文教處「兩

岸人民人身

安全文宣、

聯繫與服務

工作」－

「辦理人身

安全與入出

境相關業務

文宣、聯繫

與服務」

文教處「兩

岸人身安全

相關業務」

－「辦理人

身安全、旅

行意外等之

文宣、聯繫

與服務」

以專題、講座等方式解析

政府最新大陸經貿政策、

兩岸經貿訊息等，協助臺

商獲取相關重要資訊。

加強宣導服務專線，讓民

眾在遭遇問題時，可透過

緊急服務專線得到即時協

助。

加強宣導服務專線，讓民

眾在遭遇問題時，可透過

緊急服務專線得到即時協

助。

二、海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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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含海基會)

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

110年度第4季至111年度第3季

(三)111年度第2季

宣導項目、

標題及內容

媒體

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

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

廠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播對象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1.4.21~112.4.20

(臺灣省旅行公會聯合

會第10屆第1次會員大

會手冊)

文教處

海基會預

算(政府支

付款)

文教處「兩

岸人身安全

相關業務」

－「辦理人

身安全、旅

行意外等之

文宣、聯繫

與服務」

30,000    
臺灣省旅行

公會聯合會

加強宣導服務專線，讓民

眾在遭遇問題時，可透過

緊急服務專線得到即時協

助。

公會會員、旅行相

關產業、國內出入

境旅客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1.6.1~111.7.31

(第183期「交流」雙

月刊)

綜合處 無 無 - 
漢藝創意

有限公司

加強宣導服務專線，讓民

眾在遭遇問題時，可透過

緊急服務專線得到即時協

助。

「交流」雙月刊寄

送對象

(四)111年度第3季
宣導項目、

標題及內容

媒體

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

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

廠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播對象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1.8.1～111.9.30

(第184期「交流」雙

月刊)

綜合處 無 無 - 
漢藝創意

有限公司

加強宣導服務專線，讓民

眾在遭遇問題時，可透過

緊急服務專線得到即時協

助。

「交流」雙月刊寄

送對象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1.8.3～112.8.2

(臺南市旅行商業同業

公會第4屆第2次會員

大會手冊)

文教處

海基會預

算(政府支

付款)

文教處「兩

岸人身安全

相關業務」

－「辦理人

身安全、旅

行意外等之

文宣、聯繫

與服務」

15,000    

臺南市旅

行商業同

業公會

加強宣導服務專線，讓民

眾在遭遇問題時，可透過

緊急服務專線得到即時協

助。

公會會員、旅行相

關產業、國內出入

境旅客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宣導廣告

平面

媒體

111.8.11～112.8.10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第7

屆第2次會員大會手

冊)

文教處

海基會預

算(政府支

付款)

文教處「兩

岸人身安全

相關業務」

－「辦理人

身安全、旅

行意外等之

文宣、聯繫

與服務」

24,000    

中華民國旅

行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

合會

加強宣導服務專線，讓民

眾在遭遇問題時，可透過

緊急服務專線得到即時協

助。

公會會員、旅行相

關產業、國內出入

境旅客

註：108年度第4季至110年度第3季之上揭表件，業分別經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及同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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