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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承邀向貴委員會就本會推動兩岸政策暨相關事務做

業務報告，甚為榮幸！ 

「兩岸和平穩定」是兩岸人民的共同期望，政府維

持臺海和平穩定現狀的立場一貫，不挑釁、不冒進，堅

定捍衛主權尊嚴與民主生活方式，結合理念相近國家，

做好自我防衛，穩健應對情勢發展。我們認為中共當局

應正視與尊重臺灣人民堅守中華民國國家主權、珍視民

主自由的核心價值，務實改善兩岸關係，停止對臺灣的

軍事脅迫及經濟施壓，用「對話」代替「對抗」，在理

性、平等及相互尊重下，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維持臺海

和平穩定的方法。 

政府政策是在疫情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恢復兩岸人

民之間健康有序的交流，進而舒緩臺海的緊張情勢。在

兼顧民眾權益與風險管控，政府已規劃循序漸進推動「小

三通」客運常態化，並開放港澳居民來臺自由行，有關

增加兩岸空運直航航點，及恢復兩岸海運客運直航，均

持續依疫情等情勢變化，進行綜合評估及檢討，穩步恢

復常態化交流。 

政府致力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符合區域各方的利

益，將持續強化「四大韌性」等自我防衛與發展優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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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期待國際社會持續關注臺海情勢、深化與臺灣的互

動交流。 

以下謹將本會近期重要業務推動情形進行報告： 

壹、研判中共對臺整體情勢，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 

一、習「二十大」延任後召開「兩會」換屆，確定人事

布局及機構改革；去（2022）年經濟成長不如預期，

防疫政策急速翻轉，釀社會不安 

習近平在去年 10月「二十大」延任，新一屆領

導機構成員均係習親信舊部；地方「兩會」於今

（2023）年 1 月中下旬召開完竣，省級政府一把手

由「60後」全面接班。3月召開「兩會」進行國家機

構、國務院、人大與政協換屆，人事將全部到位，

另將審議新一波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中國大陸去年全年 GDP 增長 3%，官方稱內部

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大，經濟

恢復基礎仍不牢固；堅持穩字當頭，努力實現經濟

運行整體好轉，重申穩外商、振民企，期外貿、內

需消費拉動經濟。據外商投信研判，中國大陸經濟

或在今年出現 V型復甦，GDP 增速可能落於 4.8-5%

間。 

另中國大陸本土疫情於去年 10月底急遽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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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反覆釀衝突亂象，一度出現跨域「白紙運動」

抗爭，惟在中共強力壓制下迅即銷聲。另 12 月初突

鬆綁防疫管控政策，在未充分準備下，各地出現大

量染疫及死亡病例，導致醫療資源不足等情況頻

傳；12月 26日宣布「新冠肺炎」更名為「新冠病毒

感染」、並於今年 1月 8日調整為「乙類乙管」，轉

向與病毒共存，放寬入出境措施。官方稱黨領導的

防疫成功，決策與調整完全正確，成效巨大、創造

文明奇蹟，宣示疫情基本結束。官方稱自去年 12月

8日迄今年 2月 8日染疫在院死亡逾 8萬例，惟外媒

依據相關學術研究推估，實際死亡人數恐在 100 萬

至 150 萬間，甚至更多。且數年來的嚴格管控所衍

生的企業倒閉、失業，致使多數民眾生活陷入經濟

拮据困境，地方財政赤字、債務問題湧現，「白髮

運動」等陳抗頻傳，社會穩定情形值密注。 

二、中共對外宣傳全球發展、安全倡議；加大與國際交

往，美中領導人會晤為臺灣議題劃紅線，並鞏固「國

際一中」  

中共「二十大」報告納入「全球發展倡議」、

「全球安全倡議」，希強化與發展中國家關係，重

塑地區及全球安全秩序；重申對外開放立場，反對

築牆設壘、脫鉤斷鏈、單邊制裁、極限施壓等，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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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美對中施壓。 

「二十大」後中共透過元首外交、出訪及出席

國際會議，加大與國際交往，凸顯對外開放，企突

破美與其盟友對中圍堵。美中領導人於去年 11月在

印尼峇里島會晤，中方認為雙方應確立對話而非對

抗、雙贏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調；強調臺灣問題是中

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

紅線；希美方客觀理性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近期

美方因間諜氣球事件，推遲布林肯訪中；布王在慕

尼黑安全會議場邊會晤，重申推動雙方關係重回軌

道及不希發生衝突等立場，突顯雙方管控分歧，然

長期競爭態勢不變。 

在區域情勢方面，俄烏戰事呈僵局，中方重申

秉持客觀公正原則，重申勸和促談。另加大與俄戰

略協作，進行聯合空中巡航，並舉行聯合軍演，強

化雙方軍事合作。中方發布「全球安全倡議概念」

及「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

企擴大其國際話語權及影響力。美、日、澳、英、

加、法、韓、歐盟及七大工業國（G7）等持續強調

維持臺海和平穩定重要性，關切中方對臺脅迫行

徑；中共則在國際鞏固其「一中原則」，強化反獨、

反外力，爭取支持中國統一臺灣，強調不會危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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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繁榮穩定。 

三、中共強調貫徹「總體方略」，堅持「反分裂、反干

涉」，推動融統及恢復兩岸交流 

中共「二十大」報告強調將貫徹「新時代黨解

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重申堅持「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

與臺灣各界就兩岸關係和統一開展協商，決不承諾

放棄武力；另將「堅決反對和遏制臺獨」寫入黨章。

習近平今年新年賀詞強調海峽兩岸一家親，希望兩

岸同胞相向而行，攜手並進，共創中華民族綿長福

祉。新任國臺辦主任宋濤新年寄語重申，貫徹「總

體方略」及反獨立場，續稱與臺灣各界有識之士就

兩岸關係和統一開展廣泛深入協商。 

中共持續對臺施壓及操作統戰分化。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向 2022「兩岸企業家峰會」發賀

信盼廣泛團結兩岸企業界、工商界，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推進統一進程。宋濤今年 1

月 10日盼臺青反對臺獨和外來干涉，將秉持「兩岸

一家親」理念為臺胞謀利造福。近期王滬寧、宋濤

及地方一把手會見我在野黨人士，稱在「九二共

識」、反對「臺獨」基礎上加強交往及交流合作。

宋濤藉弔唁星雲、會見我農漁等業者、縣市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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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里長及宗教團體等，倡議統一及恢復兩岸交流。

國臺辦稱只要民進黨當局放棄「臺獨」分裂立場；

稱海基會得到授權，向海協會確認堅持「九二共

識」，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共同政治基礎，兩

岸協商談判、聯繫機制即可恢復。另陸方去年 12月

暫停我水產品、酒類等多項食品輸陸，後稱部分企

業完成註冊、恢復輸陸；指將協調解決臺灣農漁產

品輸陸，並促恢復「小三通」及兩岸直航航點，宣

傳惠臺同等待遇等措施。 

四、民意支持政府兩岸政策立場，評估循序恢復兩岸人員

及交通往來，做好安全管理 

維持臺海和平穩定，是雙方共同責任，呼籲對

岸正視兩岸現實及臺灣民意、務實處理分歧。根據

本會近期公布民調顯示，9 成左右民眾強烈反對其宣

稱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85.6%）、更不認同中共以武

力威脅臺灣的作法（91.6%）；近 9 成支持政府持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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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的方法（88.9%）；支持「四大

韌性」（80.7%）、「四個堅持」（74.4%）等立場。當前

政府政策是堅定維護臺海現狀；兩岸交流互動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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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等、相互尊重，且不應有任何政治前提，政

府將評估逐步恢復疫後健康有序的兩岸交流，並做

好安全管理。 

貳、研析中國大陸經濟新情勢及對臺經貿作為，協助臺

商因應及多元發展；持續檢討兩岸經貿往來風險及

安全管理機制，審慎推動兩岸經貿交流 

一、掌握中國大陸經濟情勢及對臺經貿施壓作為，妥慎

應處減少相關衝擊 

去年中國大陸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

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外部受到俄烏戰爭、美國貿

易戰及科技戰、國際地緣政治等複雜情勢影響，供

應鏈持續外移；內部則受疫情清零、房地產及行業

監管整改等問題影響，致需求提振乏力，經濟成長

率僅 3%，遠低於官方設定 5.5%目標。中國大陸當局

今年 3 月「兩會」政府工作報告設定全年經濟成長

目標為 5%，較多數國際調研機構預測及過去設定目

標更趨保守。關於國際機構上修中國大陸今年經濟

成長預期，惟前景仍不樂觀，主因房地產市場持續

蕭條、地方財政赤字擴大、中國勞動人口出現萎縮，

以及就業問題更趨嚴重等，今年反彈力道將明顯弱

於 2021年，結構性低成長或為中國經濟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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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兩岸（含香港）貿易計 2,713.9 億美元，較

上年同期減少 0.6%，成長率由正轉負。我對陸出口

占總出口比重由 2020 年的 43.9%下降至去年的

38.8%。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施壓力度不斷增強，去年

8月初，因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連續公布暫

停我多項農漁產品及食品輸陸，並以產地標示問題

干擾通關、軍事演習影響臺海海空運輸，12 月初再

藉註冊事由，暫停我水產品、飲料及餅乾等食品輸

陸等，衝擊兩岸經貿關係。惟近期中國大陸國臺辦

積極推動兩岸經貿統戰，包括對外宣布希全面開放

「小三通」，擴大開放航點，解禁 63家臺灣食品輸

銷中國大陸等，後續發展仍須持續觀察。 

由於中國大陸經濟形勢險峻及持續加大對臺經

濟脅迫及統戰分化，已對兩岸經貿正常往來造成負

面影響，本會與相關機關已持續密注國際、中國大

陸及兩岸經濟情勢發展、中共對臺經貿後續可能作

為等，審慎評估對臺灣可能影響與挑戰，適時研議

調整應處作為，維護臺灣經濟安全及永續發展。 

二、持續協助臺商強化供應鏈韌性，因應整體經貿情勢

變化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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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俄烏戰爭、通膨威脅、美中科技戰

等對中國大陸經濟帶來很多外部挑戰，內部也因數

據三法強化監管、共同富裕、國進民退、防疫、缺

電等影響投資環境，尤其在「二十大」後權力集於

一尊，提高政策風險。依據國際媒體報導及國際專

業機構的研究，中國大陸投資環境已產生巨大變

化，波及大陸臺商經營，大幅增加在陸臺商投資經

營風險。 

陸委會持續密切關注中國大陸總體經貿情勢，

瞭解臺商經營困難及投資動向，納入臺商輔導、諮

詢及服務工作。並提醒臺商，兩岸政府體制不同，

與中國大陸經貿往來，應注意非經濟風險，及早審

視做好分散風險規劃，以利長遠發展。 

面對疫後經濟復甦及全球經貿情勢加劇變化，

關鍵產業供應鏈正在加速重組，政府除延長投資臺

灣 3大方案 3年至 2024年，持續推動臺商回臺投資，

提出產業創新條例修正草案，提高企業投入前瞻創

新技術研發及購置先進製程設備的租稅優惠，以協

助鞏固關鍵產業在國際供應鏈的地位。 

三、循序漸進恢復兩岸旅客運輸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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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全面恢復兩岸「小三通」及海空客運直航

常態化運作，需考量疫情發展、醫療量能及整體情

勢等，為兼顧離島防疫及安全便利，行政院同意於

今年 1月 7 日至 2月 6日實施「金馬地區民眾春節交

通專案」，在有關機關通力合作下，順利載運 5,169

人次金馬民眾返鄉過年。考量地方民意普遍希予延

續，經本會會同相關機關檢討後，陳報行政院同意

自 2 月 7 日起常態化實施，以便利金馬鄉親往返兩

岸。對於「小三通」客運後續安排，政府相關機關

持續以審慎及負責任的態度，循序漸進穩步推動，

並在「金馬地區民眾春節交通專案」後續常態化執

行基礎上滾動評估及檢討。經相關機關檢討，已確

定在清明節前開放「小三通」客運中轉之政策。 

有關恢復兩岸空運直航航點，本會已於 3 月 9

日會同交通部、衛福部公布「恢復兩岸空運客運航

點之規劃」。在現行 5 航點持續執行及疫情風險可

控下，依商務交流旅運優先、臺商密集地區優先、

航點區域逐步擴大、雙方業者營運量能及航班衡平

等原則進行評估，自 3月 10 日起開放 10個定期航班

航點，分別為深圳、廣州、南京、重慶、杭州、福

州、青島、武漢、寧波、鄭州。另對於評估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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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尚無條件恢復定期航班的航點，暫規劃得申請包

機，共計 13 個航點，包括瀋陽、無錫、海口、長沙、

西安、濟南、合肥、南昌、天津、溫州、大連、桂

林、徐州，由交通部盡速公布執行細節後實施。 

政府政策是在疫情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恢復兩

岸人民之間健康有序的交流，進而舒緩臺海的緊張

情勢。有關兩岸「小三通」客運安排及海空客運直

航常態化運作，將依疫情等情勢變化綜合評估，持

續檢討，穩步恢復常態化交流。 

四、滾動檢討兩岸經貿法規措施，強化兩岸經貿交流風

險管理機制，維護兩岸經濟交流秩序及國家安全 

為遏止陸資違法或規避我法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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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修正條文業於 111年 5月 20日經大院

三讀通過、6 月 8 日總統公告，並經行政院定自 11

月 18日施行，明確將陸資繞道第三地或藉人頭來臺

從事違法活動之情形納入規範，並提高罰則，加強

防範及遏止相關情形。經濟部已配合修正發布「大

陸地區之營利事業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營利事業

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及「經濟部處

理大陸地區投資人來臺投資違法案件裁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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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亦修正「金融監督管理委會處理大陸地區投

資人來臺投資違法案件裁罰基準」以利落實執行。

政府相關機關將持續動態檢討、適時調整陸資來臺

相關法規，依法進行嚴格審查及強化陸資管理相關

措施。 

中共近期積極強化對臺「促融促統」及統戰分

化，政府除持續關注中國大陸內外部經濟情勢及中

共對臺動態，將加強經貿安全及秩序管理，動態檢

視兩岸經貿政策法制，以保障民眾權益及福祉，並

確保臺灣經濟安全及交流秩序。 

参、持續檢討兩岸相關法令，強化安全防衛法制，因應

兩岸情勢發展，建構疫後兩岸健康有序交流 

一、因應情勢發展，依據政府兩岸政策，持續檢討兩岸

事務相關法令，強化兩岸交流之安全管理機制 

(一)因應全球及兩岸情勢發展、社會及民眾的實際需求

及權益保障等，依據政府兩岸政策，賡續滾動檢討

兩岸事務相關法令，並強化兩岸人員往來安全管理

作為，期建構有序交流環境。本會業檢視疫情前後

重要交流活動情形及精進管理，研議強化疫後兩岸

人員往來安全管理，協調各機關共同研商加強審理

管控、落實執行，並持續動態檢視法令規範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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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以維護交流秩序。 

(二)為維護臺灣整體經濟及產業之優勢，防範我國產業

及技術不當外流，危及國家安全及利益，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修

正第9條、第91條規定，針對受政府機關（構）委託、

補助或出資達一定基準，並從事涉及國家核心關鍵

技術業務之特定人員，進行赴陸管制；另修正第40

條之1、第93條之1、第93條之2，加強防範陸方挖角

我高科技人才及藉由人頭來臺投資，避免我國經濟

及資本市場秩序遭受嚴重影響。修正條文業經大院

三讀通過及總統公布，本會將積極協調各主管部

會，及早做好訂定子法及加強宣導等配套工作，早

日生效施行。本會也將配合政府兩岸政策及交流情

勢，賡續評估整體情勢及實務需求，檢視相關法令，

以強化安全防衛法制，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及

自由民主體制之正常運作。 

二、協助中國大陸配偶融合在臺生活，並持續檢視渠等

相關權益，適時研修法規 

本會長期關注中國大陸配偶來臺後之家庭生活

與適應融合，並秉持「保障權益、照顧輔導」之原

則，協助他們早日融合臺灣社會生活及民主法治體



 

 14 

制。本會將持續檢視陸配在臺生活相關權益，並會

同主管機關強化輔導作為。 

三、厚植海基會服務量能，精進推動各項服務工作，協

處兩岸民眾往來相關事務 

海基會依兩岸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受政府委

託及授權處理兩岸往來涉及公權力之協商、交流與

服務等事務，是政府兩岸工作體系中重要的一環。

過去 3 年，該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調整各

種彈性措施，厚植服務量能，精進推動各項服務工

作，協助處理兩岸民眾往來相關事物，對於保障兩

岸人民權益與福祉，維繫兩岸關係和諧，具有高度

正面意義，本會仍將持續監督與強化該會各項會務

運作與服務量能。 

四、持續落實推動兩岸司法互助及醫藥食安等協議執

行，維護國人相關權益 

(一)自105年520以來，兩岸官方互動雖有所停滯，政府

仍持續在已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

助協議」、「海峽兩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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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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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與協處管道，要求陸方落實相關執行事項。例

如近3年（108年起迄今）共遣返回臺20人，包含重

傷害嫌犯朱雪璋（109年）、新店槍擊命案黃姓槍手

（110年）、以及臺北市夜店殺警命案李姓嫌犯（110

年）等，去年則遣送2名涉及侵占及毒品案犯嫌回

臺。我方也協助陸方遣返1名涉詐欺嫌犯（109年），

另人身自由受限制通報、司法文書送達等事項亦持

續維持運作；也透過犯罪情資交換與協助調查取

證，合作查緝不法犯罪；雙方持續受理優先權、專

利、商標、品種權及影音著作權認證申請業務，協

處國人智慧財產權在陸遭受侵害或遭遇困難案件；

雙方定期交換傳染病疫情監測資料，如陸方洽詢我

方有關Omicron變異株「XE」之相關資訊，我方提供

陸方未接種疫苗兒童感染新冠肺炎衍生腦炎死亡分

析資料；另通報邊境查獲不合格食品訊息，雙方自

98年3月議定文書至今年1月底止，相互通報6,789

件，以維護國人生命健康與財產安全。 

(二)另外，針對楊姓國人遭陸方限制人身自由乙事，政

府除與家屬保持聯繫，我方認為臺灣人在臺灣行使

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及參政權，完全合

法無罪，並已多次透過管道向陸方表達我方嚴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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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陸方應立刻無條件、安全的釋放楊姓國人回臺，

在釋放之前，陸方應確保其人身安全及司法權益，

儘速同意家屬前往探視。同時，針對遭陸方以剝奪

政治權利為由，限制我李姓國人返臺等案件，本會

要再次表達，相關國人既已服刑完畢，卻仍遭限制

出境，陸方操作手法已嚴重侵害臺灣民眾人身安全

及權益，本會呼籲陸方應即同意上述國人離境返臺。 

五、因應疫情，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簡稱指揮

中心）辦理涉陸港澳相關防疫事宜 

(一)我國疫情經過全體國人同胞共同努力，已邁入防疫

正常生活階段，基於人道、家庭團聚及商務往來需

求，政府已陸續開放陸港澳籍人士得申請來臺從事

相關活動。截至去年底，已放寬具有居留證者、陸

港澳籍人士來臺探親及人道探視，以及航空、航運

公司之駐點機構等人員、商務履約、跨國企業內部

調動服務、學位生及研修生等得申請來臺。未來將

根據國內外疫情、兩岸互動情勢的最新發展，滾動

檢討、逐步調整陸港澳籍人士入境管制措施。 

(二)因應中國大陸調整相關防疫措施後之疫情發展趨

勢，本會持續蒐研中國大陸各地疫情相關資訊，提

供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納入整體防疫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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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護國人的健康。 

肆、持續強化民主防護網，循序推動兩岸文教交流，透

過多元管道傳遞臺灣民主自由核心價值 

一、掌握疫後兩岸情勢發展，強化民主防護網循序推動

兩岸文教交流 

因應中共近年積極對臺進行文化滲透，並加大

對我青年學生統戰拉攏力度，企圖形塑「兩岸一中」

共融形象，強化對臺政治影響力。本會持續會同相

關主管機關積極掌握情勢發展，研擬應處作為，並

檢討相關法令規定，完善兩岸文教交流安全管理作

為，反制中共運用網路、影視管道、出版品及相關

新媒體工具加強對臺進行認知作戰，促進兩岸文教

交流正常有序進行。 

今年陸方將主辦成都世大運、杭州亞運暨杭州

亞帕運等多項國際體育賽事，為防範陸方可能利用

國際體育賽事場合進行相關政治操作，或採取矮

化、打壓我方作為，將配合行政院跨部會因應小組，

會同教育部持續關注並妥適應處。 

二、持續會同主管機關賦予陸生來臺就學研修友善環境

；提醒臺灣青年學生瞭解赴陸就學問題與風險 

政府歡迎中國大陸學生來臺就學的立場始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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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望透過兩岸青年學生的交流互動，增進彼此

相互了解，協助陸生深入體驗臺灣自由開放的學風

及民主多元社會文化之核心價值。雖陸方片面停止

陸生新生來臺就讀學位，在主管機關及招生單位努

力下，111 學年度仍有 3千餘位陸生繼續在臺就學或

升讀碩、博士班。另隨著防疫管制措施漸次放寬，

政府已恢復學位陸生常態入境程序及研修陸生來臺

之申請。本會及海基會將會同主管機關教育部，持

續關懷陸生在臺學習、生活及健康等各方面之需

求，以營造在臺友善生活與學習環境。 

為反映中國大陸內外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

現況，以及兩岸暨國際局勢之快速變化，提供欲赴

陸就讀之臺生實用且詳盡資訊，本會賡續增補「赴

陸就學你不能不知道的 8 件事」網頁中英文內容，

說明赴陸發展與生活之潛在風險，提供欲赴陸就讀

之臺生參考評估，以利維護其自身權益。 

三、辦理相關活動提升青年學生對於中國大陸與國際形

勢之識讀能力；藉由兩岸青年學生交流互動，向陸

方傳遞臺灣民主社會經驗與多元文化價值 

為因應陸方持續對我青年統戰拉攏作為，強化

我青年學生認識兩岸關係發展、印太暨國際區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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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中共對臺策略目標、赴陸發展風險與挑戰，並

適時提升青年學生對國際與兩岸議題之思辨能力，

本會亦將擴大辦理以我高中生、大學生為主之相關

研習活動，包括「國際及兩岸事務種子培育營」及

「臺灣青年學生兩岸關係研習營」、補助大專院校

開設「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識讀」課程等，透過專

業互動性討論課程，並輔以與研習主題相關之參訪

行程，協助我青年學生建立對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

的正確認知。 

另為促進兩岸青年學生交流及良性互動，持續

辦理「兩岸青年學生公民新聞研習營」、「臺灣多

元文化探索研習營」，邀請在臺就讀大專校院的兩

岸青年學生共同參與，藉由雙方交流及互動，增進

兩岸青年相互瞭解，傳遞臺灣民主社會發展經驗與

多元文化價值。 

四、透過多元媒介，對陸傳播臺灣社會民主自由發展現

況及資訊 

為增進中國大陸民眾對臺灣社會民主發展現況

之認識與瞭解，本會結合民間資源，製播對中國大

陸傳播之優質節目，並因應新媒體發展，透過中波、

短波及網路等管道傳送軟性、多元內容，向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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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民眾介紹臺灣的社會、人文、政經發展，另亦針

對兩岸及國際重大事件，主動向陸方民眾闡釋我方

政策立場及臺灣主流民意觀點。 

另為傳播臺灣社會自由民主及多元文化價值，

持續協助民間穩健辦理兩岸各項資訊對等交流活

動，讓陸方民眾理解臺灣開放多元環境，深化交流

品質，促進兩岸良性互動。 

五、落實照顧中國大陸臺商子女之教育權益，強化臺商

子女對臺灣文化之瞭解與認同 

政府持續協助輔導 3 所在陸臺商子女學校辦

學，以落實在陸臺商子女教育權益之維護，並推動

鼓勵臺商學校學生返臺升學之政策作為。近年政府

更克服疫情因素，由本會及海基會配合教育部、大

考中心規劃持續設置大學學測、英聽在陸之考場，

減輕在陸臺商子女返臺應試負擔，今年已順利完成

112學年度大學學測與英聽考試。 

另為增進在陸臺商子女對臺灣自由民主體制及

多元文化之認識與認同，協助輔導 3 所在陸臺校辦

理認識臺灣相關活動、補助臺校購置臺灣文化教材

及數位學習載具，積極提供臺商子女接觸臺灣文化

之多元管道，保障在陸臺校平等享有政府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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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觀測及掌握情勢發展，強化應處作為；檢視研修港

澳相關法規，完善配套措施，健全交流秩序；維持

駐處館務運作，保障民眾權益，務實推動臺港澳民

間往來；妥處在臺港澳人士之聯繫服務，精進人道

援助關懷作為，踐行普世價值  

一、觀測及掌握港澳蒙藏情勢，動態因應局勢變化，強

化應處作為 

(一)本會自港澳移交以來，即定期就其政治、司法、經

濟、社會、國際對其定位、與中國大陸互動，以及

對臺關係等各層面發展研提觀測報告，如香港移交

25周年、澳門移交23周年，以及港澳情勢季報等。

109年10月起，並因應「港版國安法」之實施，每季

研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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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亦自行、委託或補助

辦理相關講座、座談與研討會，以強化情勢掌握。 

(二)過去一年，香港雖舉行特首選舉，惟「愛國者治港」

凌駕「港人治港」，與基本法所承諾之雙普選目標、

港人參政權利等漸行漸遠；社會各領域續遭整肅清

洗、劃設國安紅線，國際組織對香港自由評比重挫，

催化港人移民潮。而澳門政治及司法運作亦以國安

為重心，經濟景氣不佳並牽動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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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二十大」對港澳強調落實全面管治，對蒙藏

之箝制亦難鬆動。面對其威權擴張，本會將持續密

切觀測及評估相關情勢發展，動態應處、管控風險，

以捍衛國家安全及人民福祉。 

二、檢視研修港澳相關法規，完善配套措施，健全交流

秩序 

(一)持續盤點及因應實務問題，檢討港澳相關交流規

範，包括協調教育部於去年4月25日修正發布「香港

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開放港澳學生來臺就讀

高中及五專；協助內政部於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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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折抵居留期間

等規定。另配合疫情趨緩，考量港澳居民之入境管

制措施漸次放寬，來臺人數可能增加，重新檢視並

修正本會「港澳人士在臺發生重大意外協處作業程

序」。此外，因應畢業後留臺工作港澳生反映評點

配額制名額用罄問題，協調勞動部於去年11月25日

公告，由原4,500人擴大為6,000人，以積極留用我高

教培養之人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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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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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陸因素之申請案強化審查，以維護國家安全及民

眾權益。惟為避免強化審查，遭部分港人曲解為我

政府法令不明確、不斷拉高定居門檻，將持續協調

主管機關妥適解決、強化對移民公司之管理，並積

極向港人宣導說明，另將協同主管機關進行通盤檢

討，以完善港澳居民來臺居留定居規範。 

三、維持駐處館務運作，保障民眾權益，務實推動臺港

澳民間往來 

(一)因港府對我設置不合理的政治條件，致我方人員派

駐受阻。為維持駐館運作，本會協調國內相關機關，

自 110年 6 月 21日起調整香港辦事處相關業務辦理

方式，並訂定相關規範及組成跨機關任務編組，定

期召開會議，有效督導駐處運作如常，持續精進為

民服務品質，提升港處領務大廳硬體設置，強化便

民資訊提供。在香港嚴峻疫情之際，妥適應處調配

人力，維持對外服務不中斷，維護民眾權益。 

(二)因應疫情逐步解封，於去年辦理「後疫情時代-臺港

會展產業之數位科技應用與發展趨勢論壇」、「2022

臺港投資經驗文化交流研討會」、「以聲記憶、香

港設計」主題館暨論壇、「臺港創新雙日論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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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動，未來將持續於經貿、文創及新創等相關

領域，務實推動臺灣與港澳交流及互動。 

四、妥處在臺港澳人士之聯繫服務，精進人道援助關懷

作為，踐行普世價值 

(一)為關懷照顧在臺港人、彰顯民主人權價值、落實人

道關懷理念，本會賡續推動「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

動專案」，務實處理港人人道援助事宜，提供港人

就學、就業、移民定居等諮詢與協處服務；主動訪

視在臺港生、港人社團、聯誼組織等，與較多港人

居住之地方政府合作辦理「港人政治暴力創傷社工

及心理培訓講座」，期以中央地方協力，協助在臺

港人走出創傷陰影。另舉辦系列座談會及多元文化

活動，提供港人移居來臺所需日常生活法律、稅務、

申請居留定居資訊，協助儘速適應臺灣生活。 

(二)對於尋求人道援助的港人，政府持續依人道原則及

相關法規妥適處理，協助其自主、自立在臺生活。

未來也將持續加強中央與地方合作，並以公私協力

方式，精進相關照顧服務作為。 
 

陸、強化兩岸政策海內外溝通說明，反制中共對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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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透過多元溝通管道，傾聽及回應民意，凝聚

共識，增進各界對政府兩岸政策之瞭解與支持 

一、透過多元管道溝通說明，反制中共對臺認知作戰，

凝聚國內共識，增進各界對兩岸政策之瞭解與支持 

本會持續深化網路社群平臺（FB、IG、LINE@、

Youtube）政策溝通說明效益，提供政府兩岸政策及

兩岸相關議題說明資料。針對中共對臺認知作戰及

網路錯假訊息，即時澄清並提供正確政策資訊，計

製作「網路流傳中共決定撤離在臺陸人是假消息，

請國人不要轉傳散佈」、「反制中共認知作戰，嚴

防假訊息，轉傳、發文都可能觸法‼️」、「陸委會：

有關近期有網友於社群上發表政府提高港人來臺居

留定居門檻等文章，內容偏頗不實，刻意模糊焦點，

特予澄清」、「針對港方擬委任人員清算香港蘋果

日報臺灣分公司之嚴正聲明」、「提醒國人，勿違

法任職中國大陸黨政軍組織」、「臺灣民意堅決反

對中共脅迫施壓，不認同中國大陸對臺資安侵擾、

散布錯假訊息‼️」等貼文。自去年 2月至今年 2月 20

日，臉書貼文 390則，觸及人數超過 689萬 3,809 人

次；IG計 350則；LINE@計 192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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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拍「別讓假訊息破壞臺灣的民主」動畫短片，

於本會 FB、Youtube 及 Google、Line 等網路平臺刊

登，供各界點閱觀賞，總觀看數逾 137 萬次。積極

規劃及辦理各類面對面雙向溝通之座談會、演講等

活動，去年 2月至今年 2月辦理學者專家座談會及兩

岸重要議題座談（12 場）、師生來會參訪座談（14

場），計 26 場次，藉由雙向互動交流，廣納各界意

見，透過與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交流，將其建議納

入未來政策規劃參考。 

賡續辦理第 5屆「eye 臺灣 win 兩岸」短片徵選

競賽，結合民間創意，提升民眾對兩岸及臺港澳民

間交流之關注度，計 150 部作品參賽。另製作各類

宣導品於各種政策溝通說明場合發送。 

本會將持續規劃各項文宣作為，強化中共對臺

認知作戰之應處及與各界溝通互動，廣納各方意

見，以凝聚國內共識，增進民眾對政府兩岸政策之

瞭解與支持。 

二、強化海外溝通聯繫，持續爭取重要國家支持，增進

國際社會友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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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重要國際情勢變化及兩岸關係發展，本會

持續強化海外政策說明工作，去年 2月至今年 2月底

止，除規劃長官赴海外出訪 5 場次，另考量疫情動

態，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4 場次國際研討會議，接

見各國政要、智庫學界及海外僑界等重要訪賓面對

面互動溝通聯繫，說明現階段政府兩岸政策立場、

兩岸關係現況及中國大陸內外情勢等，並表達政府

捍衛民主自由的理念及致力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的決

心。另為拓展海外發聲管道，強化國際友我聲量，

去年 2 月至今年 2 月底，於本會英文社群平臺推特

（Twitter）帳號已貼文 48 則（追隨者 26,165 人），

藉由社群網路經營，強化政府在國際社群平臺國際

網路聲量，主動傳遞政府兩岸政策訊息，防範中國

大陸在民主國家間之滲透分化，讓國際社會瞭解中

共試圖片面爭奪兩岸話話權及詮釋權，破壞兩岸和

平現狀。 

另持續配合相關部會安排，接待國際訪賓、駐

華使節代表、國際媒體，拓展與來臺訪賓溝通廣度，

提供兩岸政策相關文宣與資訊，提升政府兩岸政策

溝通說明成效，俾爭取重要國家支持及國際社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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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力量。去年 2月至今年 2 月底已辦理相關拜會活動

計 121 場次，並編譯重要新聞稿等政策說明資料計

108則，未來亦將依政府兩岸政策規劃及兩岸情勢，

積極向國際社會傳達政府政策，增進海外各界之瞭

解與認同。 

三、加強國會溝通，爭取民意支持 

因應兩岸整體情勢發展，爭取國會對兩岸政策

規劃與推動之支持，本會持續強化與國會之聯繫與

互動，自去年 2月至今年 2 月底，列席各委員會議審

查法案或專題報告，說明相關政策及備詢等計 36場

次；列席院會朝野協商及立委針對特定法案與議題

召開之協調會、公聽會、座談會及考察等計 75場次；

主動安排本會主委、副主委及各業務處長拜會關切

兩岸議題之朝野黨團及委員計 84人次；積極處理委

員國會辦公室及地方服務處便民服務事項計 1,000

多件；另迅速回應委員關切議題，並主動提供相關

政策說明資料，與國會建立良善溝通與互動關係。 

四、配合兩岸情勢及相關議題發展，向媒體說明政府兩

岸政策立場，強化即時輿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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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兩岸關係與國際情勢複雜敏感，兩岸及國

際媒體均高度關切美中競爭戰略下的兩岸關係。另

「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情勢日趨嚴峻複雜，

政府對港人的人道援助作為亦為國內外媒體關注焦

點，為利各界掌握最新政府兩岸政策，本會均適時

主動對外溝通說明，以強化聯繫，增進友我力量。 

去年 2 月至今年 2月 28 日，本會配合相關業務

說明與時事議題回應之需要，發送新聞稿及新聞參

考資料計 99 則；持續辦理記者會計 24場次；接受媒

體專訪 11 次。期透過相關溝通作為，增進各界對政

府兩岸政策的了解。 

柒、結語 

政府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

岸事務，致力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現狀，展現建立一致性、

可預測且可持續的兩岸關係之立場，符合兩岸及區域的

共同利益。未來政府推動兩岸政策將持續堅定捍衛國家

主權安全及民主自由，配合兩岸交流情勢發展，妥慎評

估中國大陸內外部整體情勢變化，研議應處管控風險，

強化自我防衛能力，也將與理念相近國家深化合作，共

同維護臺海和平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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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報告，敬請各位  委員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