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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 

營運及資金運用計畫 

一、 成立日期：民國 107年 5月 7日 

二、董事長：蕭新煌 

三、政府或國營事業捐助單位  

單位:新台幣千元 

捐 助 單 位 捐 助 金 額 占累計捐助基金總額 

外 交 部 1,802 4.11％ 

合 計 1,802 4.11％ 

四、 登記基金總額：肆仟貳百萬元 

五、營業內容及目的 

(一) 推動臺灣與亞洲國家之全方位交流，促進發展共同體意識，並建構合

作夥伴關係。 

(二) 針對區域共同體發展之核心議題，與公民社會、青年領袖、智庫等特

定領域及機構進行交流，以設置臺灣與亞洲國家雙邊常設性工作小組

為中長期目標。 

(三) 推動國際多邊會議，主辦玉山論壇及其他對話機制，打造新區域平臺

以凸顯臺灣的具體貢獻。 

(四) 設置與亞洲重要智庫之雙邊研究小組，發展多邊智庫合作網絡，並且

從事區域暨國家評估報告，以扮演先導型智庫角色為中長期目標。 

六、 年度及起訖日期 

年度：民國 110年度 

起迄日期：自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七、 營運計畫 

（一）業務計畫  

          1.賡續辦理第五屆「玉山論壇：亞洲創新與進步對話」 

(1) 建構大型區域平台「玉山論壇」形象：玉山論壇為民間發起、

政府支持的年度國際論壇與合作平台。本會與協力夥伴共同打

造，期展現跨部門、跨領域共同推動新南向政策與國際對話的

合作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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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續凸顯玉山論壇複合與協力：玉山論壇的成功辦理，已逐步

建立臺灣與亞洲鄰近國家理念相近國家之間的固定交流與對

話架構，盼藉以強化我與區域及理念相近國家及社會的多重鏈

結，增進國際社群瞭解臺灣新南向政策與臺灣經驗，並開啟更

多國際對話網絡與合作之契機。 

2.扮演先導型行動智庫執行五項核心行動計劃： 

除辦理年度重點工作玉山論壇外，台亞基金會依設立目的與宗旨，

持續拓展民間夥伴關係，擴大社會實踐網絡。藉五項行動計畫第三

年度的推動，積極建立國際社群紐帶，促成臺灣於各領域的國際聲

量，並綜匯成當年度玉山論壇的成果，具體呈現臺灣多元面向之成

果。五項行動計畫包括：「智庫合作計畫」（TAEF Program on Think 

Tank Collaboration）、「亞洲青年領袖計畫」（TAEF Program on Asian 

Young Leaders）、「公民社會鏈結計畫」（TAEF Program on Civil 

Society Connectivity）、「文化交流計畫」（TAEF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以及「區域韌性計畫」（TAEF Program on Regional 

Resilience）。詳細內容說明如下： 

(1) 智庫合作計畫：台亞基金會做為臺灣首個專門針對東南亞、南

亞與紐澳等亞洲區域交流之智庫，致力推動與亞洲智庫、研究

機構暨政策社群之間的對話合作，聚焦區域戰略的銜接與對話，

並搭建與鄰近區域國家暨社會的多層連結，形構亞洲共同體意

識。 

A. 持續推動智庫合作計畫的運作架構； 

B. 深耕跨領域非政府組織及智庫網絡。 

(2) 亞洲青年領袖計畫：台亞基金會與國內外重要智庫與高等教

育機構（譬如，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共同推動

「臺灣亞洲青年領袖交流計畫」。此一計畫將與夥伴機構共同

培育臺灣、亞洲周邊國家與理念相近國家的社會創新與公共

治理青年領袖，促成亞洲新夥伴關係的建立。 

A. 打造亞洲新生代政策社群紐帶； 

B. 延續推動青年培力計畫。 

(3) 公民社會鏈結計畫：台亞基金會與臺灣海外發展援助聯盟

（Taiwan Aid）以及其他國內外 INGO與 NGO共同推動公民社

會鏈結計畫，針對亞洲公民社會在地網絡、人才培訓、議題倡

議、以及能力建構計畫的深耕，加強臺灣在（in）東南亞、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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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亞洲國家的暖實力。更重要的是，透過公民社會的鏈結，

台亞基金會也期待能真正落實以人為中心的新南向政策理念，

轉換成人與人之間的夥伴關係。 

A. 持續推動及發展國際公民會組織機構的合作與鏈結； 

B. 支持東南亞與南亞學術研究領域的跨國合作平台； 

C. 辦理第三屆發展援助理念及實踐工作坊。 

(4) 文化交流計畫：文化是區域共榮的重要基礎，亞洲的多元文

化更是締造區域繁榮與穩定的根本力量。台亞基金會將與國

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以及亞洲相關文化機構共同推動文化交流

活動，致力於促進亞洲文化界、文化媒介機構與文化領袖的

交流，彰顯亞洲文化圈的跨國連結。 

A. 持續推動「臺-越藝文社群鏈結計畫」； 

B. 與湄公河文化中心合作「亞洲藝術與生活」計畫。 

(5) 區域韌性計畫：亞洲面對嚴峻的天災挑戰，許多災難更帶有

嚴重的跨國影響。近年來各國紛紛積極推動國家級的區域災

難預防與救援計畫，同時也將基層社區轉型成促進災難韌性

（disaster resilience）的重要治理單元。台亞基金會希望與對

應災難的協力機構、研究單位、醫院與醫學院等相關機構合

作，尋找亞洲共同因應區域災難的韌性計畫。本計畫同時也

促進臺灣地方防災社區與新南向夥伴國地方社區之交流及合

作。 

A. 推動亞洲韌性政策倡議； 

B. 持續建立國際防災韌性社區訓練交流及宣傳計畫。 

3. 研究出版、相關學術及政策貢獻 

台亞基金會期許以「先導型行動智庫」（pilot think and do tank）的行

動力與國際網絡的積極推進，累積政策研析能量，同時透過國際宣

傳與政策傳播，爭取臺灣國際能見度，讓國際社會聽見更多臺灣的

主張與聲音。在本年度，本會研究部將持續出版 TAEF Currents，強

化中、英文撰寫專題論文與政策報告，針對東南亞、南亞等國家發

展、情勢、公民社會需求等提供具體分析，同時對應我國新南向政

策發展的利基與挑戰，進行每年度之全面評估。 

除此之外，本會也提供公共服務，藉由每日執行新聞與資訊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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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EF Brief 雙週電子報，以及《南向》（TAEF Quarterly）東南亞觀

察季刊，積極與社會、國際社群分享臺灣訊息。相關出版品亦將透

過國際智庫連結與新媒體平臺發布，以利國際傳播，增加臺灣在東

南亞、南亞與亞洲整體研究之國際能見度與貢獻。 

（二）財務收支及資產負債狀況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08年度決算 109年度預算 110 年度預算 

1.財務收支

收入 29,724(註 3) 35,807 36,571 (註 1) 

支出 29,391(註 3) 35,731 36,495 

餘絀 333 76 76 

2.資產負債

資產 49,773 43,690 44,261 

負債 6,064 - - 

淨值 43,709 43,690 44,261 (註 2) 

註 1：外交部補助款 36,695 千元扣除資本門 200 千元，加計基金孳息 76

千元，係 110 年度收入預計數。 

註 2：108 年度決算淨值 43,709 千元，加計 109 年及 110 年度各增加資本

門 200 千元及餘絀 76 千元。 

註 3：108 年度決算數資料加計 107 年度外交部補助款保留數 2,125 千元，

係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本會 108 年度收入、支出決算數。 

八、資金運用計畫 

     （一）固定資產投資計畫 

  什項設備：視訊會議系統及相關設備安設費用 20 萬元。 

（二）資金轉投資計畫 

本會無資金轉投資計畫。     

（三）其他重要投資及理財計畫

本會無其他重要投資及理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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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董監事名單 

姓名 職稱 服務機關及職務 
是否為  

政府代表 
附註 

蕭新煌 董事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

員 
否 

傅棟成 董事 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是 

鄧振中 董事 行政院政務委員 是 

田中光 董事 外交部政務次長 是 

徐儷文 董事 外交部主任秘書 是 

曾瑞利 董事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司長 是 

109.12.14 第

十二次董事

會議通過 

陳駿季 董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是 

江文若 董事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局長 是 

顏春蘭 董事 財政部國庫署副署長 是 

賴銘賢 董事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際業務處處

長 
是 

王廷俊 董事 交通部郵電司司長 是 

110.01.08 離

任，第二屆

起由交通部

路政司陳文

瑞司長擔任 

劉世忠 董事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高

級顧問 
否 

離任，第二

屆起由中華

民國對外貿

易發展協會

黃志芳董事

長擔任 

王金英 董事 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顧問 否 

陳唐山 
常務監

察人 

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董事

長 
否 

林正義 監察人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否 

丁樹範 監察人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名譽教

授 
否 

備註： 

1. 本基金會董事 13 席，其中政府代表 10 席，佔全部董事 13 席之 76.9%；

本基金會監察人有 3 席，其中政府代表為 0 席。
2. 第二屆董事會聘期自 110 年 4 月 3 日起至 113 年 4 月 2 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