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8 屆第4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10 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 11 時
15 分、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44 分

地

點：紅樓 301 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歐珀 林郁方 楊應雄 蔡煌瑯 邱議瑩 陳鎮湘 陳碧涵
陳唐山 蕭美琴 詹凱臣 王進士 馬文君
（出席委員 12 人）
列席委員：許添財 廖正井 賴士葆 孔文吉 黃偉哲 李貴敏 邱文彥
盧秀燕 李桐豪 林德福 鄭天財 蔣乃辛 潘維剛 陳明文
楊瓊瓔 薛

凌 邱志偉 黃文玲 徐欣瑩 呂學樟 陳其邁

呂玉玲 陳怡潔 姚文智 蘇清泉
（列席委員 25 人）
列席人員：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及相關人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專門委員鄭淑芳
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董事長薛盛華
代總經理王建安
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顏明義
主

席：邱召集委員議瑩

專門委員：紀綉珠
主任秘書：劉錦章
紀

錄：簡任秘書

趙弘靜

簡任編審 黃吉祥
科

長

陳淑敏

專

員 陳國興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論事項
審查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僑務委員會主管收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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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報告。委員陳歐珀、林郁方、楊應雄、蔡
煌瑯、邱議瑩、陳鎮湘、陳碧涵、陳唐山、蕭美琴、詹凱臣、王進士、
黃偉哲、許添財等 13 人提出質詢，均由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即
席答復。）
決議：
壹、審查結果：
一、歲入部分
第2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 146 項 僑務委員會，無列數。
第3款

規費收入

第 160 項
第4款

財產收入

第 158 項
第7款

僑務委員會 23 萬元，照列。
僑務委員會 2,639 萬 1,000 元，照列。

其他收入

第 157 項

僑務委員會 15 萬 6,000 元，照列。

本項有委員提修正案 1 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一）針對第7款第157項第1目第2節「其他雜項收入」編列15萬
6,000元，係單位首長、員工借用機關職務宿舍自其薪津扣
回繳庫數。經查信義大樓首長官舍50坪，每月月租800元，
承德首長宿舍30坪，每月月租700元，相較國立大學學生宿
舍租金每月5,000元至1萬2,000元，根本是「黃金屋價，垃
圾租金」，幾乎等同免費提供住屋。故建議僑務委員會應提
高職務宿舍「租金使用費」，將「其他雜項收入」增列為25
萬元。
提案人：邱議瑩 陳唐山 蔡煌瑯 蕭美琴
二、歲出部分
第 16 款
第1項

僑務委員會主管
僑務委員會原列 15 億 1,001 萬 5,000 元，減列第 2 目「
綜合規劃業務」之「召開僑務委員會議」200 萬元（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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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調整）、第 3 目「僑民及僑團聯繫服務與接待」之「
加強僑社聯繫及輔助舉辦多元活動」200 萬元（科目自行
調整）
、第 5 目「回國升學僑生服務-強化畢業留臺校友組
織聯繫網絡」項下「建置『僑生服務圈』單一入口網頁，
整合僑生相關資訊平臺」及第 9 目「僑民文教業務-僑校
發展與輔助-推展『全球僑教雲服務領航計畫』」項下「辦
理『全球華文網』網站經營、維運、網頁更新及雲端服務
功能提升及輔助海外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100 萬元、第
8 目「第一預備金」50 萬元、第 9 目「僑民文教業務-僑
校發展與輔助-充實及培訓僑校師資」項下「國外旅費」
之「派遣替代役男及遴聘專家學者赴海外資源匱乏地區教
學及參加教學研討等支援僑教活動」中替代役男機票款
34 萬元，共計減列 584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5 億
0,417 萬 5,000 元。
本款有委員提修正案 3 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一)針對「華僑新聞資訊及傳媒服務」計畫編列1億8,364萬3,000元
，其中「辦理宏觀新聞資訊服務業務」編列3,605萬2,000元，為
宏觀網路電視、宏觀周報、宏觀即時新聞網及宏觀廣播等業務經
費，
「辦理宏觀電視影音頻道業務」編列1億3,576萬4,000元，為
委託公共電視基金會製播宏觀電視之經費。經查宏觀網路電視節
目之平均播放時間多為30分鐘，然平均觀看時間於99年度僅3.06
分鐘、100年度為0.96分鐘、101年度為1.42分鐘，102年度前8
月為1.14分鐘，並無持續維持之必要，故予以全數刪除。
提案人：蔡煌瑯 邱議瑩 陳唐山 蕭美琴
(二)針對「華僑新聞資訊及傳媒服務-辦理宏觀電視影音頻道業務」
編列1億3,576萬4,000元，較102年度增列220萬3,000元。經查宏
觀電視授權海外地區轉播業者之家數，100年底及101年底均維持
在46家，近年來未再有效增加。而針對宏觀電視之播出效益，僑
務委員會並未訂定合宜之評估指標，以至於收視情形及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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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具體衡量，增列預算之必要性亦令人質疑，故建議刪減220
萬3,000元。
提案人：邱議瑩 陳唐山 蔡煌瑯 蕭美琴
(三)針對「華僑新聞資訊及傳媒服務-辦理宏觀新聞資訊服務業務」
編列3,605萬2,000元。其中，用於開發宏觀電視行動影音服務應
用軟體(APP)等編列355萬元、建置宏觀影音短片分享雲計畫編列
332萬8,000元。經查僑務委員會過去已開發過14個APP，開發經
費僅為20萬元至27萬元不等，編列355萬元用於開發宏觀電視行
動影音服務應用軟體(APP)實為浮濫。此外，據僑務委員會統計
，宏觀網路電視平均點閱觀看時間不到2分鐘，所能達到之實際
效益令人質疑。僑務委員會當務之急應是檢討觀看時間過短之原
因，重新定位宏觀網路電視之節目內容，而非增列預算開發APP
及建置分享雲，故建議刪減687萬8,000元。
提案人：邱議瑩 陳唐山 蔡煌瑯 蕭美琴
本款通過決議 24 項：
(一)針對僑務委員會預算編列「獎補助費」2億8,941萬2,000元，包
括政府機關間之補助145萬元、對外之捐助1億5,873萬2,000元、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797萬6,000元、對學生之獎助5,218萬9,000
元、獎勵及慰問113萬4,000元、其他補助及捐助6,793萬1,000
元。其中「對外之捐助」科目，主要係針對海外僑（社）團辦理
活動經費補助，並未涉及對外國政府之捐助。本年度分別編列於
「綜合規劃業務」
、
「僑民及僑團聯繫服務與接待」
、
「僑校發展與
輔助」
、
「海外青年技訓研習」
、
「華僑文化社教活動」
、
「回國升學
僑生服務」
、
「華僑新聞資訊及傳媒服務」及「僑民經濟業務」等
8項工作計畫項下，合計編列1億5,873萬2,000元，占「獎補助費
」總額之54.85％，較上年度預算數1億2,727萬9,000元，增加
3,145萬3,000元，增幅24.71％。經查使用途徑與科目有所差異
，故予凍結500萬元，俟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專案報告並
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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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蔡煌瑯 邱議瑩 陳唐山 蕭美琴
(二)針對僑務委員會預算第1目「一般行政」3億6,021萬3,000元，決
議如下：鑒於近年來「編印華語教材」
、「輔助與獎勵僑校經費」
與「供應僑校教科書經費」等方面預算不斷減少，對我國海外僑
校版圖與海外僑民對之向心力，已產生不利的影響；第1目103
年預算應凍結30萬元，俟僑務委員會就「編印華語教材」
、
「輔助
與獎勵僑校經費」與「供應僑校教科書經費」預算不斷減少之補
救措施，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
動支。
提案人：林郁方 詹凱臣
連署人：陳鎮湘 楊應雄 王進士
(三)針對僑務委員會第4目第2節「華僑文教中心服務工作」中「海外
華僑文教中心服務業務」項下，新增設置「巴黎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計畫預算1億9,999萬9,000元。據查 (1) 台僑人數極少：法
國台僑人數僅近1萬1千人，全歐洲之台僑人數亦僅3萬4千人。(2)
歐洲留學生人數：100年歐洲留學生總數為7,555人，前三名留學
國家為：英國留學生為4,446人；法國留學生人數814人；德國留
學生人數636人。(3) 使用效益亟微：每年預計辦理1,800場次活
動，預計參與人數僅9萬人。(4) 購置及辦理流程不符規定：「
巴黎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雖於行政院101年9月19日院臺外字第
1010048899號函核定，但預算之編列於103年度始編入，且獲立
法院審查通過與否實屬未知。再者，因僑務委員會亦已自行將此
勞務採購標案文件進行公告程序，並已完成法文翻譯勞務採購，
明顯未符法定程序。(5) 文化部駐法國台灣文化中心已有場所可
使用：駐法國台灣文化中心地理位置佳，中心業務豐富多樣，貫
徹文化部國際文化交流政策宗旨，並以巴黎為據點，逐步建立台
灣與歐洲文化交流的網絡，積極蒐集歐洲文化資訊動態，促進台
灣對歐盟各國藝文生態的瞭解。(6) 僑務委員會巴黎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安全問題：
「巴黎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自77年起至96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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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利用租賃之方式，治安不佳遭竊問題頻傳。且其當地雇員亦多
利用該國法律之保護，對我方予以刁難，致我方損失奇大無比。
(7) 未來「巴黎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人員預算支應仍為問題：未
來文教服務中心之人員無法列為乙類雇員，勢必將以業務費支出
人事預算費用，將致業務費流於人事費用之虛擲，無法真正在業
務上有所提升與助益。綜上所述，有鑑於「巴黎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之購置，實屬弊多於利，僑務委員會實未詳加對其優缺利弊
為完善之評估，且其購置流程實有重大缺失，恐有擅自編列預算
實行綁架立法院予以同意先斬後奏之實，故凍結4,000萬元，俟
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蕭美琴 陳唐山 蔡煌瑯 邱議瑩
(四)有鑑於每年僑務委員出席會議之人數變化不大，每年實際出席人
數約為165人，然因僑務委員會逐年擴增海外代表邀請人數。出
席會議人數大幅增加導致各年度經費實支數快速增長，98年度是
項會議決算數僅1,000餘萬元，然101年度已暴增至1,523萬元，
增幅超過40％，顯見該項會議辦理並未審酌國家財政狀況。另因
僑務委員均為旅居海外各地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華僑，人數已多
達176人，各年度僑務委員出席會議比率均在九成以上，僑務委
員會卻逐年增加邀請海外代表參加會議人數之必要性，顯應檢討
。103年度該會就僑務委員會議所編預算較102年度法定預算數增
加429萬4,000元，增幅達33.91％。為撙節公共資源支出，爰建
請僑務委員會針對參加會議之海外代表的條件及人數之必要性
應予以檢討。
提案人：馬文君 詹凱臣 王進士
(五)針對第5目「回國升學僑生服務」中「在學僑生輔導與照顧」項
下，辦理輔助在學僑生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編列5,125萬5,000元。
據查僑務委員會雖已規劃於104年度實施僑生健保排富條款，惟
僑務委員會對於僑生清寒認定之作法，僅需民間單位開立證明，
非需政府機構開立，僑生即可藉由清寒之身分納入我國健保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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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健保費為749元，由僑務委員會補貼其健保費375元，僑生
（約1萬6千人）每月自付額僅需374元，其開立清寒證明之民間
機構公正性令人質疑。本項福利，本國學生均未享有，僑務委員
會採身分別，人人有獎之方式補助，實屬過度福利，有鑑於政府
財政正值困窘，國債面臨破表之際，應縮小補助範圍，故建請僑
務委員會應對受補助者之資格審查更為嚴謹，並建立完善僑生清
寒認證系統，以撙節公帑支出。
提案人：蕭美琴 陳唐山 蔡煌瑯 邱議瑩
(六)為擴大「臺灣宏觀電視」收視層面，廣宣政府施政作為，妥善運
用「宏觀網路電視」
，積極發揮網路文宣功能。建請僑務委員會
參酌原住民族電視台與客家電視台監督機制，檢討評估成立宏觀
電視台諮議委員會，以有效提升節目品質與預算執行效率。
提案人：陳鎮湘 詹凱臣 楊應雄
(七)有鑑於僑務委員會所屬之宏觀電視台乃係台灣向海外僑民播放
國內資訊和華語節目之衛星電視頻道。惟今(102)年初卻為特定
之駐外代表拍攝賀年短片，有失行政、政治中立及海外僑民對該
頻道之信賴原則。此外，為有效提升宏觀電視台之國際定位，其
應自我期許為國家電視台，跳脫僅為服務僑民之功能，增加英語
節目製播、擴大視野，吸引更多國際性觀眾，以助提升我國國際
能見度。爰建請僑務委員會重視宏觀電視台對外宣傳之內容應屬
中立、客觀、無政黨色彩，並不應對任何團體及個人給予差別待
遇之報導，以符公允及行政中立之最高指導原則。
提案人：蕭美琴 陳唐山 蔡煌瑯 邱議瑩
(八)有鑑於僑務委員會自102年度預算案起，將宏觀電視績效衡量指
標改以「播放政府文宣短片數量」替代，然該指標僅取決於單方
面之投入，無法確實衡量僑胞收視人數、收視意見以及政府政策
宣傳目標達成情形。據查(1) 103年度宏觀網路電視所訂績效衡
量標準（月平均瀏覽人次90萬人次）僅為近年實際月平均瀏覽人
數之一半，其目標值訂定顯不合理，允應檢討改進。(2) 該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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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月平均瀏覽人次雖已超過2百萬人次，然平均點閱觀看時間
卻不到2分鐘，顯示其節目製播內容仍有相當大之改進空間。爰
建請僑務委員會應儘速就收視層面提出合宜之評量方式及指標
並檢討改進。
提案人：蕭美琴 陳唐山 蔡煌瑯 邱議瑩
(九)鑒於我國因為與大陸地區簽定ECFA，吸引不少台商回流，而台灣
也積極推動自由貿易港區、航空城的建設，並積極吸引台商、外
資的投入，期待我國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政府更陸續開放許多外
、僑資優惠方案。爰此，僑務委員會應更積極整合經濟部相關平
台，設法吸引、媒合僑商回台投資，創造我國經濟產值，並訂定
相關績效指標，共創華人有利商機。
提案人：王進士 楊應雄 詹凱臣 林郁方
連署人：陳鎮湘 陳碧涵
(十)本(102)年初行政院已設立單一政策資源窗口「穆斯林市場開發
推動小組」，負責整合各部會對穆斯林市場開發策略規劃與執行
，帶動台灣業者拓展穆斯林市場，主要機關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與外貿協會，前二者已積極爭取採購團來台，將新興與穆斯林市
場列為我國未來出口重點。僑務委員會負有「輔助華僑經濟事業
發展，促進海內外商業交流；協助海外僑商互相聯繫合作」之責
，對上述二者與僑商間更須積極推動，建請僑務委員會應遴選、
輔導適合前進新興、穆斯林市場之僑商拓展我商機。
提案人：詹凱臣 楊應雄 陳碧涵 林郁方
連署人：陳鎮湘 王進士
(十一)有鑑於中國自2005年起便對其所屬之海外僑民實施僑民登記
制度，要求海外僑民必須向中國駐外使館登記身分。僑務委員會
雖設有「華僑身分證明書」
，但有效期限乃為1年，僅作為台僑返
台繼承、居留、就學等用途，此外，「華僑身分證明書」雖亦可
作為國籍證明，但多數海外台僑並未在外館登記聯繫方式，以致
僑民於海外遭逢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時，多無法及時掌握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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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安全與否之情況。爰建請僑務委員會應針對目前已存有之「僑
團登記制」，深入各地僑校、商會系統，建立緊急聯絡網，進而
研擬僑民登記制度，以服務僑民且於必要時提供即時之協助。
提案人：蕭美琴 陳唐山 蔡煌瑯 邱議瑩
（十二）鑒於每年雙十國慶之僑民參與及海外僑社之慶祝活動為弘揚
中華民國核心價值之最佳時機，今年卻陸續發生美國舊金山中華
總會館停辦雙十國慶慶典活動、資深藝人赴大陸參與對岸慶典活
動等僑社、僑民認同鬆動問題，爰提案要求僑務委員會應加強僑
社、僑民之聯繫及經營工作，並定期公布聯繫工作概要及相關成
果，務須捍衛中華民國為華人核心價值及認同之主權地位。
提案人：王進士 楊應雄 詹凱臣
連署人：陳鎮湘 林郁方 陳碧涵
（十三）僑務委員會補助海外僑團(社)辦理活動之經費屬政府預算，
其使用自應符合公共性及主管機關之規範。據悉，接受僑務委員
會補助之紐英崙中華總會102年10月6日於美國波士頓舉辦「紐英
崙全僑慶祝中華民國建國102年國慶餐會」
，出現個別政黨之色彩
，殊有未妥。按接受政府補助之團體，其活動不宜涉及個別政黨
之訴求或色彩，查紐英崙公所舉辦活動之名目為國慶餐會，係僑
務委員會協輔僑團舉辦節慶之活動，駐波士頓文化經濟辦事處處
長及波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等官方代表均有出席，活動允
宜維持國家慶典之屬性，始符合政府補助僑團之宗旨，爰建請僑
務委員會規範受補助團體辦理活動時不應出現個別政黨之色彩
，以維持活動之公共性。
提案人：陳唐山 邱議瑩 蔡煌瑯 蕭美琴
（十四）僑務委員會為我國重要涉外機關，外語能力為該會重要核心
項目之一。僑務委員會對該會同仁通過全民英檢或相當外語能力
申請補助費者，自民國95年起一律全額補助，然該會派駐外人員
面對外交語言應對場合時，卻常躊躇不前、退居二線或閉口不語
；對此，建請僑務委員會於審核派駐人員名單時，應以公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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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外語技能為擇員要項之一，以正獎補助費用之公平合理性。
提案人：詹凱臣 楊應雄 陳碧涵 林郁方
連署人：陳鎮湘 王進士
（十五）僑務委員會於93年與金車教育基金會合辦「尋找ABC史懷哲
—海外華裔青年暑期返鄉英語教學志願服務」活動，由於能提升
海外華裔青年返鄉服務之意願，並有助於臺灣偏鄉地區與弱勢學
子之英語能力，成效卓越、意義重大，故自94年起續辦，並於95
年起與教育部合辦「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擴大服務品質
與範圍。迄101年止，計有2,115位華裔青年返臺服務，共20個縣
市、140所學校共襄盛舉。華裔青年返鄉服務活動長達1個月，第
1週進行英語教學訓練課程，第2、3週前往學校從事志願服務，
最後1週為「寶島參訪活動」
，進行旅遊休憩，其中不乏「九族文
化園區」等遊憩場所，經費均由僑務委員會負擔。鑒於國家財政
負擔沉重、僑務委員會預算有限，爰請僑務委員會檢討、改善「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最後1週「寶島參訪活動」之天數與
內容，此外，在校園內推動第三學期族群文化技藝課程，僑務委
員會應與教育部合作，擴大服務參與方式，使返臺服務之華裔青
年在貢獻所長之餘，亦能深刻體驗臺灣族群文化，以達雙向交流
之成效。
提案人：陳碧涵 詹凱臣 陳鎮湘
連署人：王進士 楊應雄
（十六）馬英九總統競選時，宣示以文化領政，選擇用「文化」作為
出發旗幟，推出以文化為核心的全球佈局，並表示將設置境外「
臺灣書院」，定位為「向非華裔社會推介臺灣多元文化」之文化
交流機構。迄今已於洛杉磯、休士頓及紐約成立3所「臺灣書院
」
，並於100年10月同步掛牌運作。然而，中國自93年起，在全球
設置「孔子學院」
，憑藉其人力以及財力之優勢遍地開花，大舉
推廣其勢力。「臺灣書院」雖為宣揚「小而美」之文化交流，然
而數量上的弱勢對推廣正統中華文化以及繁體中文之美雖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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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此外，最大問題為「臺灣書院」與「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的
互補性、特殊性不夠明確、活動內容也較大陸「孔子學院」相對
貧乏，以至於影響力與設置目的差距甚遠。爰此，建請僑務委員
會針對上述問題予以強化改進，並與文化部成立合作平台，運用
僑務委員會在僑界之影響力，憑藉在國外人脈以及在地上之優勢
，提供文化部在成立「臺灣書院」時之各種協助，例如選址、各
項因地制宜之策略、政策，壯大「臺灣書院」之勢力與影響力。
提案人：陳碧涵 詹凱臣 陳鎮湘 楊應雄
連署人：王進士
（十七）近年來國際間興起一股華文熱，世界各國紛紛成立華語教學
中心，更有學校直接將華語列為第二外語。對照中國「孔子學院
」挾帶豐沛的人力與財力在國際間大舉設立據點，向國外推廣華
語，我國海外僑校、中文班之師資卻顯嚴重不足。僑務委員會自
96年起，徵召替代役教育服務役（簡稱僑教役），經查迄今共計
役男209人赴使領館、駐外館處及僑教中心服勤，支援海外僑校
華語文教學工作，然人數仍顯不足。爰此，建請僑務委員會研議
增加僑教役員額，充實我國海外華語教學資源，宣揚與推廣正體
中文之美，奠定我國在國際間華語教學翹楚之地位。
提案人：陳碧涵 詹凱臣 陳鎮湘
連署人：楊應雄 王進士
（十八）針對華僑會館委外經營廠商虧損狀況雖漸獲改善，然華僑住
房率始終未能有效提升，該會允應賡續依合約積極輔導監督，以
增加國家收入。
提案人：蔡煌瑯 邱議瑩 陳唐山 蕭美琴
陳歐珀
（十九）租借僑務委員會在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之場地，依據「海
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管理要點」之規定，本於政府行政中立之立
場，以服務僑社為最高宗旨行使之。然而各地區之作法乃因地制
宜、自由裁量，造成部分僑團無法申請借用，爰建請僑教中心在
不違反相關規定下，依據服務僑團及業務推動之需求，提供場地
並協助參與相關僑團之活動。
11

提案人：詹凱臣 陳碧涵 楊應雄 林郁方
陳鎮湘 王進士
（二十）針對第4目第1節「華僑文化社教活動」中「組派文化訪問團
體前往海外巡迴訪演」項下，遴派國內優質藝文團體及文化藝術
專業人員赴海外演出，關懷僑胞並宣揚我國文化，促進國際交流
，編列預算2,499萬8,000元。惟僑務委員會之最高中心宗旨係在
推廣深具台灣特色之草根文化，實應遴選具有台灣本土特色之團
體，如原住民族特色舞蹈團、布袋戲團、歌仔戲團、各地地方特
色陣頭…等團體，赴海外宣慰僑胞，以讓海外僑民了解，並深刻
體驗屬於台灣文化特色之歷史與成就，故建請僑務委員會應每年
定期將所遴選之藝文團體，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
報告。
提案人：蕭美琴 陳唐山 蔡煌瑯 邱議瑩
（二十一）僑務榮譽職制度，旨在遴聘海外各地熱心服務僑社俊彥，
作為政府與海外僑胞溝通之橋樑。有鑑於「僑務委員會榮譽職人
員遴聘要點」之規定較為籠統，導致人員之聘任，常為僑界所詬
議。為力求僑界之和諧，爰建請僑務委員會能慎重且周詳的考量
，廣泛徵詢僑社及參考駐外單位之意見，以達公平、客觀、公正
之遴選規定。並於日後定期考核，以確實符合榮譽職之出任。
提案人：詹凱臣 楊應雄 陳碧涵 林郁方
連署人：陳鎮湘 王進士
（二十二）僑務委員會駐外人員除應恪遵「駐外機構統一指揮規定」
外，平日應與僑界建立良好互動關係，瞭解僑社動態。然有駐外
僑務人員操弄渠駐在地僑務人脈，替渠任期續任對國內重要單位
說項，此不符公務人員派任規定，落人口實狀況雖屬少數個案，
斲傷僑務委員會形象。爰此，建請僑務委員會對海外各僑區駐外
人員於派出之前，確實施行勤前教育訓練，並於派駐期間進行評
核，以作為派出參考。
提案人：詹凱臣 楊應雄 陳碧涵 林郁方
連署人：陳鎮湘 王進士
（二十三）泰北地區的僑民，都是當年(38年)奉命前往泰、緬邊境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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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義膽的國軍官兵及其後裔子弟，長期以來，一直是最堅定支持
中華民國的一群，政府應竭盡所能去關心與照護。目前推行募兵
制，人員招募情況不佳，爰建請僑務委員會會同國防部研議招募
泰北孤軍的後裔返國服役之可行性。
提案人：陳鎮湘 詹凱臣 楊應雄
（二十四）針對103年度僑務委員會主管單位預算中歲出部分第5目「
回國升學僑生服務」中「強化畢業留台校友組織聯繫網絡」項下
，編列建置「僑生服務圈」單一入口網頁等預算311萬9,000元；
第6目「華僑新聞資訊及傳媒服務」中「辦理宏觀新聞資訊服務
業務」項下編列維護管理「宏觀網路電視」網路預算516萬4,000
元、建置宏觀影音短片分享雲計畫預算332萬8,000元；第9目第1
節「僑校發展與輔助」中「推展全球僑教雲服務領航計畫」，編
列辦理全球華文網網路經營、維運、網頁更新及雲端服務功能提
升預算671萬1,000元、輔助海外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預算316萬
4,000元。以上有關網路、雲端服務等預算，共計編列2,975萬
6,000元。由此顯見僑委會於網路雲端整合之業務，各行部會單
位之本位主義，缺乏團體一體之合作，實有虛擲公帑之事實，建
請僑務委員會應積極整合各單位之資源有效運用，並做好相關網
站之整合工作，建立簡潔友善之瀏覽介面。」
提案人：蕭美琴 陳唐山 蔡煌瑯 邱議瑩
本款另有委員提案 3 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一)針對「一般行政」項下，「獎補助費」中有關「退休退職人員三
節慰問金」編列 113 萬 4,000 元。經查僑務委員會係以退休人員
計 189 人，每年給予三節慰問金 6,000 元編列，卻未表明編列人
數及情形。退休人員年節慰問金應保留給弱勢、因公成殘公職人
員部分，使政府發放慰問金的意義名實相符。若為一般退休人
員，均已領取優渥之月退休金，發放「三節慰問金」則於法無據，
依法應該終止發放。故建議全數凍結，俟僑務委員會報告相關編
列情形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邱議瑩 陳唐山 蔡煌瑯 蕭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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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鑑於僑務委員會未就宏觀電視收視層面訂定合宜之評量方式
及指標，作為節目改進之依據參考，爰凍結該會「華僑新聞資訊
及傳媒服務」計畫編列 1 億 8,364 萬 3,000 元，六分之一，俟僑
務委員會提出宏觀電視收視率、內容、品質之觀感及意見調查報
告，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馬文君 詹凱臣 王進士
(三)針對「華僑新聞資訊及傳媒服務」計畫編列 1 億 8,364 萬 3,000
元，其中「辦理宏觀新聞資訊服務業務」編列 3,605 萬 2,000 元，
為宏觀網路電視、宏觀周報、宏觀即時新聞網及宏觀廣播等業務
經費，惟僑務委員會無有效指標衡量經費運用之績效，海外授權
家數未再有效增加，另宏觀網路電視自 100 年度起，每月平均收
視人數已達 2 百萬人次，該會仍將月平均收視目標訂為 90 萬人
次，衡量指標訂定除不具挑戰性，亦顯不合理，網路電視月平均
瀏覽人次雖已超過 2 百萬人次，然平均點閱觀看時間卻不到 2 分
鐘，顯其節目製播內容仍有相當大之改進空間，爰此，凍結「辦
理宏觀新聞資訊服務業務」編列 3,605 萬 2,000 元之半數，俟僑
務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
動支。
提案人：陳歐珀 陳唐山 蔡煌瑯 邱議瑩
蕭美琴
貳、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僑務委員會主管收支部分審查完
竣，審查結果提報院會。
參、委員所提口頭質詢，未及答復或要求提供之資訊，請僑務委員會
於 2 星期內以書面答復委員並副知本委員會，委員另指定期限
者，從其所定。
肆、委員馬文君、潘維剛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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