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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組織架構及員額配置
情形（一）

組織架構：設7處、3室及2個比照駐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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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編制員額：287人

預算員額：

類別 職員 駐警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約僱
駐外
雇員

合計
列管精簡
項目一般

當地
專業

預算
員額

213 6 8 4 6 24 0 9 17 287

駐警6人、
駕駛2人、
聘用6人，
合計14人
為超額出
缺後減列
預算員
額。

本會組織架構及員額配置
情形（二）



66

本會任務及策略目標

本會任務
本會業務屬國家安全體系之一環，也是行政院大陸工作
體系之ㄧ環，總統依法對政府大陸政策行使決策權，本
會是總統及行政院大陸政策的幕僚機關，負責統籌全盤
性大陸政策的研究、規劃、審議、協調與跨部會業務之
事項，以及中央地方間大陸事務之垂直與橫向整體協調

工作。

策略目標
 維持兩岸和平穩定之現狀，引領兩岸關係良性發展
 在安全管控下，建構兩岸交流的全面制度化
 展現臺灣軟實力，奠定兩岸永續和平發展的基礎
 鞏固中華民國主權，壯大臺灣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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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8年完成重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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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機制化（一）

一、97年以來，兩岸兩會已舉行11次高層會談並簽

署23項協議，召開3次兩岸協議成效及策進會

議。

二、各項協議均透過「官員對官員」、「機制對機

制」方式進行協商，維護國家主權，堅守臺灣

主體性，擴大協議成果為全民共享；並強化對

國會及公眾溝通諮詢，爭取民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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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兩岸協議執行成效

(一)兩岸已簽署23項協議，其中21項協議已生效
，內容涵蓋直航、觀光、ECFA、金融合作、
農產品檢疫檢驗、食品安全、醫藥衛生、投
資保障、司法互助、智財權保護、核電安全
，以及氣象、地震、飛安等領域合作。

(二)兩岸協議有助於建立兩岸交流秩序、惠及民
生經濟、保障民眾權益福祉、促進臺灣經濟
發展，並已逐步發揮實際效益，為兩岸關係
制度化發展，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一、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機制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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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現兩岸領導人會面及
開通兩岸事務首長熱線

一、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新加坡會面是66年
來兩岸關係發展新里程碑，實踐「互不承認
主權、互不否認治權」，有利鞏固區域和
平、維持臺海現狀，推動未來領導人會面常
態化。

二、近期包括熱線建置、陸客來臺中轉、陸生來
臺「專升本」等均已獲致具體進展；貨貿及
互設協商亦已展開新一輪業務溝通。其中兩
岸事務首長熱線有助即時溝通、避免誤判、
深化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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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實兩岸事務首長互訪
及兩部門溝通聯繫機制

一、推動兩岸官方互動正常化，「對等、尊
嚴」原則務實解決問題；增進陸方對我多
元社會的正確認識。

二、陸委會與大陸國臺辦溝通聯繫機制於103
年2月正式建立，迄今運作順暢，有效促
進雙方對兩岸議題的溝通瞭解、避免誤
判，提升兩岸事務處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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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APEC兩岸經濟領袖
（與代表）會面

一、本會自2013年起擔任APEC兩岸領袖代表會
面幕僚機關，主委擔任兩岸經濟領袖代表顧

問，兩岸在APEC會面彰顯兩岸在國際活動
中良性互動。

二、兩岸經濟領袖（與代表）於 APEC會面，展
現兩岸關係改善及促進區域和平之成果，同
時宣示我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之決心，並有助
兩岸在國際場域良性互動制度化，提升我國

際參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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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陸對臺政策研析及政策建議

一、盱衡大陸內部、國際政經與臺灣內部情勢發
展趨勢，整體評估對兩岸關係進展與互動發
展之影響，提供決策研議之參考。

二、本會透過多元化方式長期關注大陸對臺政策
走向，有利研判大陸對臺可能作為、研議先
制策略，並完善風險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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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進兩岸青年學生相互瞭
解，開放陸生來臺就學

一、99年立法院通過陸生三法修正法案，自100年開放陸
生來臺就讀學位，人數逐年成長，陸生在臺就讀學位
人數從100年928人，增加到104年7,813人。

二、陸生來臺就學，除可以讓臺灣學生彼此相互砥礪、提

升競爭力，大陸學生在臺交流與臺灣社會有更深入的
互動。

三、辦理「臺灣多元文化探索研習營」、「兩岸青年志願
服務工作研習營」及大陸大傳及法律研究生來臺交流
，增進大陸學生認識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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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現臺灣新聞自由價值，對大陸傳播臺灣
資訊，促進大陸民眾對臺灣正確認識。

二、持續透過管道向陸方反映，落實保障我記
者在大陸採訪自由及人身安全保障。

七、促進兩岸資訊對等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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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兩岸NGO交流活動，以分享臺灣NGO推
動社會服務經驗，展現臺灣社會關懷力量。未
來除將關注大陸NGO組織發展現況，亦持續協
助民間進行兩岸NGO相關交流活動。

八、推動兩岸非政府組織(NGO)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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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放寬赴陸投資及開放陸資來
臺投資

一、97年8月1日放寬廠商赴大陸投資上限，
並簡化投資審查程序，建立關鍵技術與
資金審查機制，並適時調整赴陸投資項
目限制。

二、兩岸兩會於98年「江陳會談」就陸資來
臺投資達成共識後，於98年6月30日開放
陸資企業來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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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臺商投資權益保障和服務

一、101年簽署兩岸投保協議，提供投資人相
關制度化保障。自協議生效後至105年1
月底止，送請陸方進行行政協處計157件
，其中59%已獲得結果。

二、本會與經濟部亦持續強化對於臺商之輔
導服務，協助大陸臺商之經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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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放寬大陸人民來臺觀光

兩岸兩會於97年簽署兩岸旅遊協議，全
面開放陸客來臺觀光。至104年底止，來臺觀
光團體陸客達1,051萬餘人次；100年6月開放
大陸人民來臺從事自由行，至104年底止，累
計開放47個自由行城市，及326萬餘人次來臺
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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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推動海空運直航

一、97年後循序推動兩岸「直航」，兩岸兩會簽
署空運相關協議，迄104年12月底雙方客運
定期航班增至每週890班，大陸直航航點增
加至61個，我方直航航點增加為10個；海運
方面，我方直航港口已增至12個，陸方則為
72個，進出我國港口船舶達12.9萬艘次，總
裝卸貨櫃1,491萬TEU、貨物6.5億噸。

二、經雙方溝通，於2月1日正式啟動試點開放大
陸居民來臺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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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開放兩岸金融雙向往來

一、98年4月簽署兩岸金融合作協議，金管會與大陸
金融監理機關簽署三項監理合作備忘錄，建立
監理合作機制。99年3月16日金管會修法開放兩
岸金融業參股投資、互設分支機構、辦事處。
99年6月簽署ECFA，為國內銀行業者進入大陸市
場及在當地拓展業務，爭取到多項優惠條件。
100年4月25日兩岸銀行監理合作平臺，建立雙
方監理機關制度化的定期會晤機制。

二、102年6月21日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助我
金融業者擴大對大陸市場的布局及業務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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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推動「小三通」正常化
方案

為促進離島之建設與發展，推動兩岸經貿
關係制度化，於97年9月4日通過「小三通正常
化推動方案」放寬「小三通」往來限制，「小
三通」人員、航運、貨物往來情形均明顯成長
，每月平均人員往來次數約成長3.62倍、船舶
航運次數約成長3.70倍、進出口貿易數約成長
近6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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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兩岸條例檢討修正

一、本會已陸續完成修正兩岸條例第38條(大陸地區幣券
進出入臺灣之規定)、第17條(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年
限由8年調整為6年)、第29條之1(兩岸海空運事業互
免租稅規定)、第22條(陸生來臺就學)、80條之1(調
整大陸船舶越界之罰鍰)及第18條(大陸地區人民強制
出境及收容法制)等相關規定。

二、現階段並提出包括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等10項法
案。

三、針對兩岸條例檢討，持續進行研議，並視情推出
修正草案。

四、針對兩岸條例授權訂定之相關子法，以104年為例，
本會會同相關機關共計完成41種法令之檢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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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落實「常態化兩岸人員往來」政
策，並強化安全管理機制

一、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97年24萬人次，到104年402
萬人次，成長將近17倍。為落實兩岸人員往來常
態化，並因應兩岸交流需要，政府積極檢討法
令， 103年1月1日完成「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
地區許可辦法」修正，簡化相關申請程序，提升
行政效能，縮短作業時程。

二、政府秉持「既開放，又把關」原則，積極強化安
全管理作為，透過事前聯合審查、事中入境後進
行聯合查察、訪視，及事後違規違常註參管制等3
階段安全管理作為，確保兩岸交流有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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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提升臺港澳實質關係

一、99年臺港雙方分別成立「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
合作策進會」、「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之
溝通新平臺。

二、我駐香港、澳門機構駐地名稱自100年7月起正名
為官方辦事處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三、香港及澳門政府於100年12月來臺設立綜合性辦
事機構。

四、簽署臺港航空運輸協議及臺港銀行業監理合作瞭
解備忘錄；簽署臺澳航空新約及臺澳避免航空企
業雙重課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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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臺港澳人員往來便捷化

一、政府於99年9月1日起實施港澳居民網路申辦
來臺許可「不發證」、「不收費」之簡化措
施後，港澳居民來臺旅遊人數屢創新高。自
101年起，港澳居民訪臺人數合計即突破百萬
人次，年年增加，104年達到138萬人次，對
我觀光收益貢獻頗豐。

二、港方於101年9月1日開始實施「臺灣居民網上
預辦香港入境登記」，國人可自行在網上免
費申請，便利國人赴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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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規劃推動之
重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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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
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

一、為強化國會監督及公眾參與，並確保國家安全，
結合「四階段對外溝通諮詢機制」與「國家安全
審查機制」，在符合憲法兩岸關係定位及權力分
立原則下，提出本草案。

二、關於法案之具體內容，在未來立法院審查時，只
要「合憲、務實、可行」，都可以充分溝通討論
，立法院有最後之決定權。

三、後續行政部門將以最大的誠意、開放的態度，持
續與朝野黨團、相關委員等進行說明及溝通，希
望能在各版本間取得共識，早日完成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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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制度化協商後續議題推動

一、兩岸貨貿協議已進行12次業務溝通，巿場開
放部分仍須繼續爭取，以符合產業需求及期
待；另兩岸環境保護合作議題已進行1次業
務溝通。

二、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議題已進行9次業務
溝通，目前本議題在辦事機構業務功能、辦
事機構與人員的保障及便利、行為規範等議
題已有初步共識，尚待雙方各自內部協調與
溝通。

三、後續本會及相關部會將積極向國會及公眾溝
通諮詢，持續推動後續相關議題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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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陸客來臺中轉議題

一、雙方業務主管部門在兩會平臺上進行多次工
作性商談，於兩岸領導人會面後，陸方於1月
5日公布3個陸客中轉試點城巿，並於2月1日
正式啟動，我方始終堅持中轉應先行實施，
對於陸方所提航路優化議題，表示兩者不能
掛勾。

二、後續仍將與陸方持續溝通，開放其他城市，
並全面化、常態化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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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陸生納入健保

一、修正兩岸條例第22條第3項，將陸生在臺「
停留期間」修正為「居留期間」，使陸生得
比照外籍生納入全民健保。

二、修法案101年10月函送立法院審議，經103年
9月立法院委員會審查通過，待院會二、三
讀。104年11月提送院會討論，惟未排入議
程。行政院基於政策延續，已於今年2月1日
重送立法院第9屆會期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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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正兩岸條例第17條，調整大陸配
偶取得身分證的年限為4年至8年

為落實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權益衡平政
策，修法調整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年限，由現
在6年修正為4至8年，並增訂已在臺居留之大
陸配偶，符合本草案之條件者，最快亦可4年
取得身分證之過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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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已簽署協議儘速完
成立法程序

一、服務貿易協議已於102年6月函送立法院，政
府將持續推動服貿協議儘快於立法院完成立
法程序。

二、兩岸已於104年8月簽署兩岸租稅協議，並於
104年9月送請立法院審議，本協議配套須配
合增訂兩岸條例第25條之2修正草案，因應第
9屆新國會，行政院已於105年2月將兩岸條例
第25條之2重行函送立法院審議，兩岸租稅協
議及配套之法案均被行政院列為持續推動重
大政策，行政部門將推動本協議及配套法案
，於立法院儘速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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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會於第9屆立法院之待審法案

本會於第9屆立法院之待審法案共10案，包括：大陸委員
會組織法草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兩會互設辦事機
構專法草案、兩岸條例第22條修正草案(陸生納入健保)、
兩岸條例第25條之2修正草案(「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
加強稅務合作協議」配套法案)、兩岸條例第17條修正草
案(調整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年限)、兩岸條例第17條修正
草案(專案居留)、兩岸條例第65條修正草案(收養制度)、
兩岸條例第93條之4及第95條之1修正草案(小三通常態化)
及港澳條例第29條之1修正草案(「臺灣與澳門避免航空企
業雙重課稅協議」配套法案)。兩岸法規研修，涉及兩岸
交流發展，本會已提出之10項草案，未來將配合整體政策
規劃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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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編列及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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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預算編列情形(一)

基本行政維持

2.97%
港局澳處房舍租金

8.74%

宣導費

3.10%

大陸地區旅費

1.18%

國外旅費

0.58%

其他業務費-外館

5.60%

其他業務費-本會

6.12%

捐(補)助海基會

19.45%

人事費

40.29%

車輛

0.31%
資訊設備

0.50%

雜項設備

0.48%

第一預備金

0.17%

其他獎補助費

2.72%

捐(補)助策進會

0.70%

委辦費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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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預算編列情形(二)

預算編列：本會105年度法定預算，歲入為
60萬5千元、歲出為9億3,129萬元。

預算配置：本會歲出預算扣除人事費等基
本行政維持、捐(補)助海基會及策進會、
外館租金及設備費等項目後，可用之大陸
事務性經費為2億4,716萬元，其中本會(會
本部)得支用數計1億9,445萬1千元。

預算凍結：本年度預算經立法院審議凍結
10案、計7,072萬5千元，刻積極辦理解凍
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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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工作計畫
全年度
預算數

各月份預算分配數 預算執行情形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截至2月底止

一般行政 410,740 101,006 29,869 27,684 31,092 28,811 27,378 31,185 28,131 28,172 31,673 27,639 18,100 121,683 93 % 

企劃業務 29,041 864 738 2,189 2,293 1,825 2,774 3,196 1,190 1,795 4,864 3,164 4,149 1,378 86%

經濟業務 27,912 1,449 40 520 1,955 1,870 1,644 2,055 1,601 786 1,617 1,856 12,519 1,440 97 % 

法政業務 210,467 24,801 12,977 15,444 15,157 13,490 13,382 18,262 13,580 14,975 20,464 17,141 30,794 1,189 3%

港澳業務 159,497 26,311 12,768 13,152 10,847 11,434 11,528 16,394 10,896 18,146 12,163 12,789 3,069 35,779 92%

聯絡業務 45,894 1,160 1,760 1,600 1,750 2,450 2,985 2,642 2,550 3,330 4,000 7,971 13,696 1,969 67%

文教業務 43,219 42 514 1,174 1,604 1,753 4,120 2,468 2,658 2,604 11,800 2,606 11,876 509 92%

一般建築及
設備

2,900 0 2,9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第一預備金 1,6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合 計 931,290 155,633 61,566 61,763 64,698 61,633 63,811 76,202 60,606 69,808 86,581 73,166 94,203 163,947 75%

單位:新臺幣千元

備註:1.本會預算未凍結部分，依照核定分配預算執行。

2.截至2月底止，本會預算執行率為75%，主要係補助海基會計畫尚未核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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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