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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疫情與挑戰：僑委會推展創新僑務政策 

口述作者 童振源∕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文字整理 趙䓵睿∕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型冠狀病毒(Covid-19)流行全球，不只

改變人們既有的交通、就業、求學等生

活方式，也使得政府機關在推展相關工作遇

到不小的挑戰。「僑務委員會」主要宗旨為保

護僑民權益、扶助並保護僑居國外之國民經

濟事業發展、獎勵或補助僑民教育事業、以及

保護僑民政治參與等權益，可說是臺灣與僑

胞之間的重要橋樑。在現任首長童振源委員

長的帶領下，僑委會運用「新科技與新模式」，

從五大方向創新僑務工作，並推展「三策略六

支柱」加強臺美華語教學等合作，藉此突破疫

情限制，進而「連結僑胞，壯大臺灣」。 

當前推展僑務工作之挑戰 

我國地位特殊，與多國無邦交關係，雖然

與他國維持邦交關係，有助於我國在當地推

展僑務工作，但在沒有邦交國家推展僑務工

作，反倒能凸顯我國僑胞的重要性。當前我國

推展僑務工作主要遇到下列困難：首先，駐外

機關人員常受限於語言等環境限制，而無法

與當地人士有效溝通；其次，駐外人員每 3 到

6 年皆須輪調，造成先前辛苦建立的人脈關係

面臨瓦解；第三，我國與許多國家沒有邦交關

係，因此無法以官方名義出席諸多重要會議

與場合；第四，中國大陸打壓不斷，讓當地政

府官員拒絕與我國官員會面等挑戰，都困擾

著我國駐外機構的業務推展。所幸當地僑胞

往往具備語言優勢，加上熟稔當地文化風俗，

因此僑胞很自然地便成為我國與當地國之間

的溝通橋樑。另外，由於長居當地的緣故，僑

胞所建立的人脈不僅健全且長久，這可以彌

補我國駐外單位的人脈斷層問題。也由於僑

胞與當地政、商界互動密切，僑胞可以個人名

義代替我國出席重要會議，亦可直接與當地

政府官員會面。僑胞在當地就學、就業、經商

等活動，不僅加深他們與當地的連結，也促進

當地文化與社會的融合。這些優勢都讓我國

僑務工作的推展更加順利，顯見僑胞對於我

國的重要性不可言喻。 

以泰國華僑為例，當地華僑自現任警政

副署長擔任地方基層警察時便密切往來，經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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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長期互動，警政副署長對於臺灣相當熟悉，

也十分關心臺商在泰國的發展。另外，一位國

會議員，從早期擔任市長任內，便已與臺商互

動，20 年下來雙方建立了相當綿密的互信關

係。如今選上國會議員後，更能影響中央政府，

協助臺商在當地的經營，以及維持與臺灣的

關係。此外，許多臺商都擁有當地的國籍、公

民權，他們可以合法參與選舉、投票等政治活

動，因此與當地政府、國會的連結相當緊密，

這對我國推動相關工作十分加分。總結來說，

與他國具備外交關係確實有利政府工作的推

動，但沒有邦交關係反而能展現僑界的能量。

雖然我國與美國、日、韓、東南亞等國家無正

式邦交關係，但當地其實居住不少僑胞。而僑

委會在全球的 37 個駐點中，絕大多數駐點與

我國沒有邦交關係，但我國在與僑胞的聯繫

上絲毫不受邦交關係的影響。也由於僑委會

於當地舉辦的活動以僑界為主，內容不涉及

敏感議題，因此在舉辦方面沒有太多阻礙。再

來，許多僑胞相當認同臺灣，他們也很樂於攜

手推動僑務相關工作，因此無論是參與國際

組織、與當地政府官員、國會議員的互動，僑

胞都鼎力相助。每年僑胞都會於當地發言、舉

辦活動支持臺灣參與聯合國、世界衛生大會，

更進一步影響當地政府支持臺灣的態度，甚

至某些僑胞本身就是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從

這個角度出發，我國與當地的連結更深，也對

於推展僑務工作十分加分。長期以來，中國大

陸政府透過當地政府機構，壓制我國僑務活

動的推展，不過近年歐美等國對中態度有所

轉變，因此目前我國推展文化、經貿、語言等

非政治活動上並沒有顯著限制。對於具備中

國大陸國籍人士若向僑委會尋求協助，僑委

會本著人道主義會予以協助，例如泰國的急

難救助「Taiwan119」Line 帳號，便協助各國

籍人士處理緊急事件。基本上出於人道，不管

任何國籍人士，僑委會能夠協助之處便會盡

力協助，這也相當符合「Taiwan can help」的

精神。 

運用新科技與新模式創新僑務工作 

新冠疫情對全球造成重大影響，當前僑

委會針對疫情的工作可以分為下列五項：第

一、協助僑胞防疫紓困，第二、協助僑胞在僑

居地舉辦活動與交流，第三、線上課程與數位

化服務，第四、在臺灣舉辦參訪活動與進行虛

實整合交流，第五、推動僑務基礎與創新工作。 

疫情讓僑胞的商業經營產生問題，因此

僑委會當務之急便是「協助僑胞防疫紓困」。

例如口罩捐贈、臺商紓困 3.0 方案、彙編全球

防疫物資臺商名錄、推動全球僑胞遠距健康

諮詢等方案。從 2020 年 6 月到 12 月短短半

年，僑委會已協助全球僑胞募集將近 1,900 萬

片臺灣口罩，而僑委會也與衛福部攜手推動

遠距健康諮詢平臺「健康益友」APP，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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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胞隨時隨地都可以透過此應用程式諮詢專

業醫生。在融資方面，僑委會也將紓困資金提

高到 25 萬美金（過去為 10 萬美金），而且免

除手續費、並提供最多 2,000 美金的利息補貼。

而在線上經貿講座與線上教育課程方面，僑

委會提供許多華語教育、電商與 AI 科技主題

課程，協助僑胞華語文能力、也協助僑胞掌握

產業趨勢。此外，僑委會也發放防疫包給全球

僑領與僑團，表達關懷與協助。 

以往僑委會定期派團至僑居地舉辦活動，

但如今交通受阻，因此僑委會將重點放在「協

助全球僑胞在僑居地舉辦活動與交流」。例如

補助海外僑校「華文教師研習營」，截至 2020

年底已經辦理 163 場研習營、5 班次「華文教

師線上遠距研習班」。文化方面則舉辦 9 場臺

灣文化推廣活動線上夏令營、4 場實體夏令營、

並補助僑居地自辦線上或實體青少年研習活

動 20 場。針對海外臺商的講座，僑委會也舉

辦 781 場交流、專題演講與座談活動，以及 2

場洲際年會或僑團年會，而在當地辦理聯誼、

節慶活動更高達 1,002 場。 

「線上課程與數位化服務」則包含華語、

經貿、科技、防疫等相關課程。同時僑委會也

協助全球上千所僑校遠距教學課程與開設

「線上教學專區」，教學主題更囊括人工智慧、

品牌、經貿、未來科技與產業發展、長照與防

疫商機等豐富課程。僑委會於去年發行「智慧

經濟電子報」，高科技產業新聞與商機資訊及

各種產業商機與合作數位手冊，也積極與海

外臺商召開線上會議、推動各項數位服務，例

如建置全球僑胞服務數位平臺；全球急難救

助協會聯絡數位平臺、臺灣電視網路頻道平

臺(https://TV.Taiwan-World.Net)、全球臺商總

會交流服務平臺、全球僑務榮譽職交流服務

等平臺。僑委會亦使用數位連結技術，建立單

一數位窗口，例如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服務數

位窗口(@Taiwan-Fund)、農業服務方案數位窗

口(@TW.AgriTech)、短網址(Taiwan-World.Net)、

主 題 網 頁 （ 僑 臺 商 專 區 ：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讓僑胞可以

依照自身需求運用上述資源。此外，僑委會也

運用 AI 技術，舉辦全球華語口說競賽，並與

104人力銀行合作推動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 

因為疫情控制得宜，目前國內臺商數量

為歷年之冠，恰巧適合「在臺灣舉辦參訪活動

與進行虛實整合交流」。僑委會舉辦了多場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新創」、「農業」、「食

品科技」、「大健康」、「新創產業」的參訪團；

並舉辦「臺商海外投資的挑戰與對策」、「臺商

在非洲：經驗、機會與挑戰」等多場研討會；

也邀請臺灣產官學界、海內外臺商共同參與

百工百業交流會，而主題則涵蓋新創、電商、

觀光業、智慧城市、農業、青商、國際產學合

作、科技研發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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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推動僑務基礎與創新工作」，目前

僑委會已經彙編十二本各國臺商服務手冊，

服務手冊包含我國政府、對外代表處、僑界、

投資商機的通訊與資源，希望透過這本手冊

提供僑胞深根當地的有用資訊，而未來服務

手冊將陸續完成三十六本。再來，僑委會舉辦

了鄧麗君金曲歌唱比賽、全球華語口說競賽、

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全球

僑臺商國際產學合作方案，以及正在規劃中

的全球僑胞數位學習平臺，希望彙整全臺灣

各種數位課程，交由單一入口網站向外授課；

也期待建立青年返臺營隊資訊，例如國內各

大專院校、中小學、工研院、資策會如果有任

何營隊歡迎僑胞參加，僑委會都樂於彙整與

協助。而僑委會也舉辦全球華文媒體報導大

獎、僑見世界臺灣影片競賽、僑生直播主競賽，

以及統籌製作「異域泰北‧臺灣心」影片，希

望讓臺灣與泰北相互了解；僑委會亦利用 AI

技術舉辦全球僑生華語歌唱比賽、因應孔子

學院退場，推動全球華語文教育機構與產業

合作方案；最後則是檢討與精進擁有五十七

年歷史的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以及六年歷

史的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 

運用「三策略與六支柱」增進華語教育合作 

因應全球孔子學院退場，僑委會目前推

出「三策略六支柱」方案，進而加強臺美華語

教學合作。當前全美有 365 所僑校、7,155 名

華文教師、7 萬 8000 多名學生，如此綿密的

海外華語文據點，十分有助僑委會推動華語

教學經驗。有關僑委會三大面向策略，第一策

略是運用當地既有僑校，推動社區華語文中

心；其次是加強連結中小學華語文的臺裔教

師，推動更多華語文特色課程，並鼓勵僑校老

師修習教育學分，參加華語文教師資格考試，

到中小學任教；第三則是將海外僑校連結臺

灣華語教學系所，並共同推動智能教育產業

合作，以新科技與新模式，推動更多元活潑的

華語教學模式。 

為了推展這三大支柱，僑委會目前推動

六大支柱作為輔助。首先是「透過實體與數位

方式培育美國的華語師資」，例如邀請美國華

語文教師到臺灣參加教師研習班；第二支柱

則是「推展華語文教材」，包含 12 冊《學華語

向前走》、《五百字學華語》、《一千百字學華語》

共三套教材提供美國師生學習華語。另外「全

球華文網」則提供線上數位華語文教材，供師

生運用。 

第三根支柱則是「推廣與分享僑教中心

舉辦的文化活動」，讓世界透過文化學習華語，

也透過文化認識臺灣。過去僑委會在美國舉

辦數千場文化活動，未來將擴大規模，並廣邀

各界朋友參與，讓更多人認識臺灣；第四根支

柱是「邀請學習華語文的美國青年到臺灣參

加青年營隊、語文班與觀摩團」，讓他們在民



 

                                                            指南新政 電子報雙周刊 第 18 期 2021.03.10  9 

主、多元與自由的環境下體驗臺灣文化與生

活，對於學習華語將更有成效。 

第五根支柱是「邀請美國學習華語的朋

友，到臺灣參加英語服務營」，透過雙向語言

與文化學習，讓美國朋友融入學習華語的環

境，另一方面這些具備一定中文程度的美國

朋友也更容易輔佐本地學生英語能力；第六

根支柱則是「透過國際交流與競賽，推動華語

教學與學習」，例如僑委會曾於 2020 年舉辦

全球僑校學生華語口說競賽，全球共有 511 支

隊伍，共 1,533 位學生熱烈參與，全球前五名

隊伍中，美國就包辦四名，未來僑委會也將繼

續舉辦全球口說競賽。2021 年僑委會也預定

邀請美國及全世界華語教師來臺參加全球華

文教學高峰會，利用教學經驗交流，建立合作

夥伴關係。最後，僑委會也將利用 AI 技術，

舉辦全球華語文口說競賽、全球華文作文比

賽、全球華語歌唱比賽。一方面整合僑教體系

的網絡與資源，一方面帶動臺灣製產業與華

語教學機構的整合，共同落實華語教育的合

作計畫。 

化「危機」為「轉機」 

雖然新冠疫情為全世界帶來「危機」，但

僑委會依然努力找尋「轉機」推展工作、服務

僑胞。臺灣的醫療、防疫經驗、經濟發展、臺

灣人民勤奮打拼與團結精神受到全球關注，

這是我國自 1979 年後最受國際重視的時刻。

2020 年 12 月，天下雜誌的資料顯示，臺灣經

濟成長率高達 2.54%、全世界第一。全世界正

面臨困境，臺灣很幸運地成為一塊福地，例如

當前臺灣學校依然採用「實體授課」，這讓臺

灣在教育方面相當具有競爭力與優勢。而臺

灣的教育、醫療、公衛、農業、科技在國際上

相當具有優勢，當前我們正極力思考該如何

將這些優勢與海外僑胞相結合。 

整體而言，目前僑委會在推動僑務工作

上有四大目標：首先是「運用新科技與新模式，

擴大服務全球僑胞」、第二是「深化全球僑胞

與臺灣的連結與合作」、第三是「發揮臺灣優

勢，協助全球僑胞在當地生根茁壯」、最後則

是「匯聚全球僑胞力量，進而壯大臺灣」。 

而要落實這四大目標，有兩大戰略。首先

是僑委會發揮「槓桿支點」的角色，意即運用

台灣優勢協助僑胞，匯聚僑胞力量壯大臺灣。

僑委會人數不多，但我們依然積極思索如何

發揮臺灣與僑胞力量。第二戰略則是「建立整

合平臺」，將臺灣海內外資訊、人脈、資源整

合，建立整合平臺才能夠加大、加深既有服務

能量，也才能永續推動交流與合作項目，如此

提升交流服務的效能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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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委員長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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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國際研究學院博士，

其研究專長為國際政治經濟、中國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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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曾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特聘

教授，並於 2008 年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優秀年輕學者獎，發表中英著作百餘篇。除了

學術研究外，童委員長的公職經驗也相當豐

富，曾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兩岸

政策協會理事長、行政院發言人、國家安全會

議諮詢委員、以及中華民國駐泰國大使，現為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