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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 
僑務政策與國家發展課程 

招生簡章 
 

 

 

 

*本簡章無發售紙本，請自行網頁瀏覽或列印*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 

網頁：https://ntnucamp.sce.ntnu.edu.tw/cocand/news/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2022 僑務新視野-109335088430078 

電話：(02)77495652 

電子信箱：courseofchineseoversea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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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1 學年度僑務政策與國家發展課程 
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辦理實體與線上說明會 
2022 年 5 月 24 日（二）12:00-13:00 

（後續場次將陸續公告於網站） 

開放報名 即日起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 

授課時間 
2022 年 8 月 6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0 日 

每週六下午二點至五點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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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課對象： 

對僑務工作與國家發展議題感興趣，有意報考僑務行政國家考試之

國內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包含僑生）與社會人士。 

 

二、 課程特色： 

本課程延攬相關領域學者及具有實務經驗之專家，系統性介紹我國

僑民歷史沿革、僑務法規、政策、組織之情況，論述其與國家發展之關

聯性，並從多學科視角出發，搭配政策脈絡與具體實踐的解析，使學生

能了解僑務行政所涉及的國家發展議題，從而掌握當前全球化時代，跨

境移民、社會網絡、文化軟實力、經貿連結與國家發展之間的關係，有

助於準備相關國家考試或進行政策分析。 

 

三、 評分方式： 

（一）出席及課程參與（20%）：視出席情況及課堂表現評定，鼓勵學

生撰寫每週課程重點及做筆記，缺席超過五次者將無法獲得結

業證書。 

（二）專題論文（80%）：學生需於 1、僑務行政之法理基礎與法律概

念；2、僑民遷徙、各國僑務組織與國際環境情勢；3、僑務政策

與國家發展；4、僑務工作的實踐與創新中擇其一為主題（可自

行增加副標題或擬定相關論題），撰寫 6,000 字論文或學習心得

報告，於第 16 週時繳交，本課程將選出若干優秀論文於期末頒

獎勉勵並安排分享研討。 

（三）除所列參考書目外，各週講師將視課程需要另行指定講義或延伸

閱讀。 

（四）使用課程相關材料、撰寫論文請嚴格遵守智慧財產權及學術倫理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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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課方式： 

本課程以實體授課及線上教學平台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自 2022 年 8 月

6 日起至 12 月 10 日止，每週六上課 1 次（研討會週提前上課，遇不可抗力

因素時另行調整公告），每次上課 3 小時（14:00-17:00），計 18 週共 54 學

時，每講次由 2 位學者專家主講並帶領討論，並視課程主題搭配僑務委員

會及相關部會同仁，進行實務經驗分享與問答討論，時間約 20 至 30 分鐘。 

 

五、學費規定：  

（一）收費標準： 

1. 新台幣 6000 元。 

2. 前三十名報名者，享學費半價優惠（含預報名，因預報名人數

已達 30 人，故已於 6 月 13 日關閉預報名連結，相關報名順序

由本計畫工作團隊認定）。 

3. 須年滿 18 歲。 

（二）退費標準：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應依下列方式

辦理：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

等各項費用之九成。  

2.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

學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  

3. 開班後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4. 各課程註冊繳費人數若未滿 12 人時，本校保留開課權利，所繳

費用無息退還，學員不得有任何異議。 

 

六、報名方式、日期：  

（一）申請流程：  

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課程專屬網頁， 

填寫報名表→審核通過→繳費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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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網站：即日起請至國立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網頁

（https://ntnucamp.sce.ntnu.edu.tw/cocand/news/）進行報名，以上

網頁連結，亦會同步更新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

院之本課程網頁，並 email 通知預報名之學員。 

1. 申請報名：網站首頁→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表。 

2. 報名繳費：報名表送出後待審核完畢，將以 email 通知學員至

繳費系統進行繳費。  

 

七、授課安排： 

週次 日期 教學內容安排 

1 2022/08/06 

第一講 僑務政策與國家發展 

1、 始業式及課程說明 

2、 僑務與國家發展 

3、 僑務政策的對象 

4、 僑務政策的目標 

2 2022/08/13 

第二講 僑務法規與組織 

1、 僑務行政的法理法規 

2、 僑委會的組織與職掌 

3、 僑務涉外組織與各國僑務機構 

3 2022/08/20 

第三講 僑務政策的演變與挑戰 

1、 僑務政策的沿革與挑戰 

2、 國籍法與僑民政策剖析 

3、 僑臺商政策剖析 

4、 僑教與僑生政策剖析 

4 2022/08/27 

第四講 僑民遷徙與原鄉連結 

1、僑民遷徙的歷史脈絡 

2、全球僑民分布與特性 

3、海外僑民的原鄉連結 

https://ntnucamp.sce.ntnu.edu.tw/cocand/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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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2/09/03 

第五講 國際現勢與各國僑務政策 

1、國際現勢與移民發展 

2、主要僑居地政策概況 

3、局勢變化與僑務應對 

6 2022/09/17 

第六講 海外僑民組織的發展（一） 

1、 全球僑民組織概況 

2、 僑民組織的起源、發展與轉型 

3、 重要個案分析 

7 2022/09/24 

第七講 海外僑民組織的發展（二） 

1、 新興僑社發展 

2、 留臺社群網絡 

3、 重要個案分析 

8 2022/10/01 

第八講 國際文教交流的新視野 

1、 僑務發展的新視野 

2、 國際文教交流的實踐與策略 

3、 哈佛臺北學院、優華語計 vs.孔子學院之研析 

9 2022/10/08 

第九講 印太新局與發展策略 

1、 印太策略新思維 

2、 僑務與多軌外交 

3、 後疫情時代的臺灣對外關係 

10 2022/10/15 

第十講 南向新政與僑務新思維 

1、 南向新政與僑務新思維 

2、 如何看待大國的東南亞策略 

3、 台灣與東南亞的經貿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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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2/10/21 

18:00-21:001 

第十一講 僑臺商組織與網絡 

1、 全球僑臺商發展概況 

2、 僑臺商的組織與網絡 

3、 重要活動與個案探析 

12 2022/10/29 

第十二講 僑生留台就學就業輔導 

1、 僑生在台生活輔導 

2、 僑生在台就業與創業輔導 

3、 僑臺商的求職/用人媒合 

13 2022/11/05 

第十三講 國際華語文教學推廣 

1、 國際華語文教學現況 

2、 國際華語文推廣策略 

14 2022/11/12 

第十四講 媒體、數位科技與僑務創新 

1、媒體平台與僑務推動 

2、文化創意與僑務創新 

3、 數位科技與僑務行政 

15 2022/11/19 

第十五講 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移動力 

1、 臺灣青年的國際移動力 

2、 海外臺灣社群 

3、 非政府組織的角色與作為 

16 2022/11/26 

第十六講 台灣的國際連結：文教與移民 

1、 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發展 

2、 僑教在東南亞：反思與展望 

3、東南亞的台商與跨國婚姻 

 
1 因 10 月 22 日當天為 111 年僑務學術研討會舉辦日，故調整於前一天晚間進行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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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22/12/03 

第十七講 僑務工作的策略與實踐 

1、 僑務活動的創新實踐 

2、 新科技與平臺建立橋接 

3、 國際合作與僑務工作的結合 

4、 成果發表會 

18 2022/12/10 

第十八講 結業式與僑務論壇 

1、 僑務論壇（與僑務委員會「111 年僑務學術研

討會」相結合，『要求學員參與研討會，並於本

週發表意見及心得』，特邀 5-6 位專家學者與談） 

2、 頒發結業證書及優秀課程論文獎 

3、 結業式（課程總結） 

*各週課程將邀請一至兩位國內外專家學者，以及僑務委員會各單位長官進

行講授，進行僑務政策與國家發展各週主題之理論與實務討論，相關授課

講師名單將陸續於網頁上更新。 

 

八、 注意事項：  

（一）本校設有地下停車場，學員持「停車優惠證明」可享上課期間於

校本部運動場區地下停車場停車 6 折優惠(原價一小時 50 元)，

圖書館校區停車場則無優惠，敬請見諒。  

※「停車優惠證明」請至進修推廣學院 1 樓服務台申請。  

（二）若需使用本校圖書館須另行辦理借書證，無法持本課程之學員證

借書。  

（三）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法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海外華

人研究中心說明及公告為主，且本校對本簡章有變更及解釋之權

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