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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之港澳政策─務實推展、有效管理                              

壹、政府對港澳之定位 

一、 因應「九七」、「九九」英國及葡萄牙分別結束治理香

港及澳門，移交中國大陸，考量大陸在國際協議中1，

向國際社會宣布港澳為「特別行政區」、實施「一國兩

制」，並承諾「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五

十年不變」，另英國、葡萄牙、美國2及國際社會仍視

港澳與大陸為不同之自治區域，我政府為支持港澳自

由、民主、安定與繁榮，並維護我與港澳友好關係，

政策決定在港澳仍能維持自由經濟制度與自治地位之

前提下，將港澳定位為有別於大陸其他地區之特別區

域，並維持及加強臺港澳關係。 

二、 根據上述港澳定位，政府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1 條訂

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港澳條例」），以規

範及促進與香港及澳門之經貿、文化及其他關係，在

條例第 1 條條文中並明定除在條例中有明文規定者

外，不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

下簡稱「兩岸條例」），明確港澳有別於大陸之定位。 

三、 近年來大陸藉由與港澳簽署「內地與香港（澳門）關

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提供港澳經貿

優惠待遇，並採取措施逐漸加大對香港政治及社會之

                                                 
1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 
2 美國在「1992 年美國-香港政策法案」、「1999 年美國-澳門政策法案」中，承認香港（澳門）「一

國兩制」的特殊政治地位，維持與港澳的雙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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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惟港澳迄今仍實施自由經濟體制，保有國際

金融中心、轉運中心的經濟樞紐地位，港澳人民亦持

續採取具體行動，堅持對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

值的維護與追求。現階段國際社會對於港澳之定位並

未改變，我政府基於大陸政策及港澳政策之整體考

量，亦維持香港、澳門「有別於大陸其他地區之特別

區域」之定位。 

 

貮、港澳政策目標及原則 

一、 政策目標 

（一） 支持港澳自由、民主、安定與繁榮發展，穩固臺港澳

關係架構，維護臺灣人民在港澳之利益。 

（二） 建立臺港澳良好關係，為兩岸關係發展創造利我條件

及環境，並為區域和平及穩定作出貢獻。 

二、 政策原則 

（一） 在港澳維持自由經濟制度與自治地位之前提下，區別

規範臺灣與大陸其他地區及臺灣與港澳之往來。 

（二） 雙方互動須符合「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互利

互惠、相互尊重，拒絕任何可能矮化我方之作為。 

（三） 各項交流及往來必須確保國家安全，並因應最新情

勢，適時調整相關管理措施。 

 

參、具體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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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促進官方往來制度化：建立官方常態化聯繫及高層互訪

機制，積極推動經貿合作議題及涉公權力事項之協商，

以促進雙方經濟繁榮，並保障國人在港澳之安全與權

益。 

二、 提升在地機構服務功能：持續提升我駐港澳機構功能及

地位，強化對國人、港澳居民、當地外國人士，以及大

陸經港澳赴臺人士之在地服務工作。 

三、 擴大與港澳各界之交流：強化既有往來關係，持續擴大

與港澳各界之接觸、交流與合作，建立全面性、多元化

之聯繫與合作關係，增進暸解及互信，創造友我環境。 

四、 推廣青年交流互訪：擴大招收港澳學生來臺就學，便利

青年壯遊活動，促進交流與瞭解，提升青年競爭力及拓

展國際視野，展現臺灣多元文化軟實力。 

五、 完善法律基礎，健全交流環境與機制：審度情勢，適時

增修相關法令，使臺港澳交流更加順暢及有秩序，並充

分照顧民眾的權益。 

 

肆、臺港澳關係現況 

一、交流情形 

（一） 經貿往來：民國 102 年臺港貿易總額約 405 億美元，

較 101 年成長 0.7％，臺港互為對方之第 4 大貿易夥

伴；我赴香港投資累計至 102 年約 44 億美元，居我

對外投資金額第 5 位，同期香港來臺投資累計約 64



 4 

億美元，居所有外來投資國家或地區的第 7 位。102

年臺澳貿易總額逾 1.4 億美元。 

（二） 人員往來：民國 102 年臺灣赴港旅客逾 203 萬人次，

居訪港旅客第 2 位；臺灣赴澳旅客超過 51 萬人次，

居訪澳旅客第 3 位。港澳居民訪臺數也屢創歷史新

高，在 102 年合計突破百萬人次，達 106 萬人次之多，

居來臺旅客第 3位。 

（三） 學生就讀：港澳來臺就讀的學生數也逐年增加，目前

在臺就學的澳門學生人數約有 4,480 人，香港學生人

數約有 4,121 人，分佔所有在臺僑生與港澳生總數的

第 2 及第 3位。 

二、重要工作進展 

民國 97 年馬總統就職以來，積極改善兩岸關係，也帶

動臺灣與港澳關係全面性的進展，主要工作成果如次： 

（一） 建立臺港合作平臺，增進雙方實質關係： 

1. 我與香港在民國 99 年分別成立「臺港經濟文化合作

策進會」與「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做為雙方溝

通新平臺，其後臺港實質關係已有顯著提升，官方互

動亦日趨頻繁。 

2. 雙方已針對多項涉及政府公權力之議題進行協商，迄

今已簽署「銀行業監督管理合作瞭解備忘錄」、「臺灣

與香港間航空運輸協議」，有效推動臺港交流與合作。 

（二） 提升官方互動交流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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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九七」後，港府因受制於「錢七條」，致臺港官方往

來未盡順暢，除參加國際會議如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

組織（APEC）外，港府幾乎禁止高層官員來臺參訪，

而我政府首長申請赴港簽證亦多所受阻。近因兩岸關

係改善，港府在相關事務處理上，已有較彈性做法，

我方中央部會多位正副首長陸續訪港，港府均提供禮

遇通關之便利安排。港府財政司司長及多位局長級官

員亦先後訪臺，有效提升官方實質關係交流。 

2. 「九九」後，臺澳官方往來順暢。本會王主任委員郁

琦並於 102 年 8月訪問澳門，獲澳門政府安排禮遇通

關與接待，並與澳門政府行政長官(特首)崔世安於澳門

政府總部進行會晤，此為本會主委首次與澳門特首正

式會面，雙方並以彼此正式官職銜互稱，臺澳關係獲

長足進展，對於臺澳、臺港及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深

具啟發意義。 

（三） 促成我駐港澳機構更名及港澳政府來臺設立辦事機

構：我駐香港、澳門機構駐地名稱分別自 100 年 7

月 15 日及 7 月 4 日起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同年 12 月港澳政府分別在臺成立「香港經濟貿

易文化辦事處」、「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推動臺港 

及臺澳間相關業務。雙方依互惠原則，提供派駐人員

執行業務之優遇安排，有效提升臺灣與港澳關係。 

（四） 簡化臺港澳民眾往來入出境措施：繼 99 年 9 月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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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香港澳門居民網路申辦來臺許可「不發證」、「不

收費」之簡化措施，經過我政府持續與香港政府的溝

通，終促成港府於 101 年 9月給予我國人免費網簽待

遇，大大提升雙方人民往來之便利性。 

（五） 推動澳門高等院校學歷採認：我方原僅採認澳門大學

之學士學位，現擴大採認至博士學位；另新增採認澳

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及澳門科技大學之學士學

位，有助於臺澳學生交流。 

（六） 配合情勢修正法規：因應臺港澳往來之需要，適時檢

視修訂「港澳條例」，並配合相關機關修正其子法相

關規定，包括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

留定居許可辦法」6 次、修正「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

學辦法」4次、修正「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收

容處所設置及管理辦法」2 次、「大陸地區人民及香

港澳門居民入出境許可證件規費收費標準」5 次、修

正「取得華僑身分香港澳門居民聘僱及管理辦法」、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

「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各 1次，務實解決

交流往來所衍生之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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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港澳情勢變化之因應 

一、港澳情勢變化 

（一） 大陸介入港澳事務日深：大陸原本不明顯涉入港澳事

務，以利向國際推銷「一國兩制」，惟在 2003 年香港

50 萬人遊行抗議事件後，態度轉向積極。大陸涉港

澳事務部門對港澳民主化、香港普選及中聯辦角色等

議題上，高調發言，強勢主導，103 年 6 月 10 日發

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強調擁有對香港之「全面管治權」，重新詮釋「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意涵，引發港澳各界爭論及國際關

切。 

（二） 陸港澳經貿連動性日增：2003 年大陸相繼與香港、

澳門簽訂 CEPA 後，各項優惠經濟措施陸續推出，加

以大陸資金在港澳整體經濟所佔比重逐年增加，大陸

與港澳經濟連動性日益增高。 

（三） 陸港澳社會互動日增亦引發矛盾：隨著大陸新移民的

數量逐年增加，以及自由行帶來大量大陸民眾消費與

旅遊，陸港澳社會互動密切，但是伴隨而來的兩地民

眾文化、法治觀念差異，社會福利、醫療及教育資源

的排擠效應，以及旅遊設施、交通建設負荷度等爭

議，引發「陸港矛盾」、「陸澳矛盾」成為關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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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因應作法 

大陸對港澳事務的介入日深，是否影響港澳自治地位，

以及會否透過臺港澳的互動造成對臺灣的國安威脅，並危及

在港澳國人的安全與權益，政府持續密切關注，並對港澳情

勢發展可能衍生之風險，建立安全管理機制。 

（一） 整體情勢不利之應變：「港澳條例」採取委任立法以

因應臺灣與港澳關係中的不確定性，更在第 60 條情

勢變遷條款規定，倘香港或澳門情況發生變化，致有

危害臺灣地區安全之虞時，得停止本條例一部或全部

之適用，停止適用部分，若未另定法律規範，將改適

用「兩岸條例」相關規定，以因應變化。 

（二） 個別情勢之因應： 

1. 港澳居民組成的變化：大陸移民日增，改變港澳居民

身分組合，為防範港澳居民入出境、居留及定居影響

國家安全，根據「港澳條例」及相關法規，對於危害

我國家利益、公共安全者，得不予許可入境。另考量

各國或地區人員申請來臺居留之衡平性，103 年 6

月，我對港澳居民申請投資居留之金額門檻已提高

（原新臺幣 500 萬元提高至 600 萬元），對依親取得身分

的規定亦予修正(刪除得因手足或配偶之父母已在臺設籍

而依親)。 

2.港澳資金組成的變化：大陸國企或民企進入港澳市場

日增，為防範陸資透過港澳來臺造成經濟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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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 2003 年修訂港澳條例，對港澳之陸資管理已

明文規定適用「兩岸條例」。另依據「港澳條例」及

相關法規，港澳資金進出、與港澳貿易往來等，如對

我國家安全有不利影響者得禁止投資，或予必要之限

制。港澳出版品如對我國家安全有不利影響者，亦得

不予許可進入臺灣。 

 

    陸、未來展望 

政府在推動與港澳的關係時，將持續以臺灣主流民意為

依歸，完備相關風險管理機制，以維護國家安全及主體性；

並在既有基礎上，與港澳政府共同以善意、務實及互惠的態

度，深化雙方實質關係，促進相互提升與發展。 

臺港澳關係是兩岸關係的重要一環，和諧穩定的臺港澳

關係與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互為良性循環。我們期待大陸

與港澳政府以務實的態度處理臺港澳關係，與我們共同積極

創造與維護兩岸及臺港澳民眾的福祉與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