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特蘭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僑務訊息 No.278 

                                       5377 New Peachtree Rd., Chamblee, GA 30341 

                                           TEL： 770-451-4456 FAX： 770-451-8119 
                                                        E-MAIL： atlocac@gmail.com 

日期：2022年 7月 8日 

一、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即日起調增入境總人數為每週 4萬人次，另自 7月 14日起，國 

    人、持有效居留證及來臺轉機者，搭機前得免持 2日內 PCR報告。 

 

(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7 日表示，即日起調增入境總人數為每週 4 萬人次為原則；另自 7 月 14 日

零時(航班表定抵臺時間)起，先行放寬國人及持有效居留證、以及所有來臺轉機者，搭機前得免持 2

日內 PCR 報告，惟境外篩檢陽性者，自採檢日起 7 日內應暫緩搭機，以維護航空及社區防疫安全。 

(二) 指揮中心說明，有關入境旅客之檢疫天數、檢疫處所、檢測措施、居家檢疫及自主防疫期間之  

 防疫規定均維持不變，詳細內容如下連結：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VIB6Z-L9ZkA8YmlS5Qztag?typeid=9 

 

二、僑委會延長海外信用保證基金紓困方案至 12 月底，歡迎臺商踴躍申請。 

 

為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衝擊全球經濟環境，僑務委員會將海外信用保證基金「紓困專案

貸款信用保證」申請期限由 2022 年 6 月底延長至 2022 年 12 月底，歡迎有資金需求之僑臺商運用！ 

僑委會輔導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辦理「COVID-19（新冠肺炎）紓困專案」，以積極協助海外僑臺商取得

所需資金，延續事業永續發展。僑委會並於 2021 年 4 月加碼開辦「紓困方案 4.0」，提供貸款額度最

高上限 40 萬美元，由僑委會補貼保證手續費全額及一年利息補貼上限 3,200 美元。 僑委會委員長童

振源表示，鑒於全球疫情未艾，僑委會傾聽海外僑臺商心聲，對資金融通期盼仍殷，爰延長紓困專 

案申請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以持續協助僑臺商穩健事業發展根基。紓困專案自 2020 年 4 月開

辦迄今，總共協助海外僑臺商取得紓困資金超過 1 億 2,000 萬美元。 海外信保基金目前在全球各地有 

197 處承辦據點，分布於 24 個國家、50 個都會區，若僑臺商所在地無承辦銀行，也可透過國內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OBU）申請貸款保證。僑委會提醒，僑臺商如有資金融通需求，可聯絡海外信用保證 

基金諮詢(LINE 諮詢 ID：@Taiwan-Fund；電話：劉經理 886-2-2375-2961 轉 18)，或至僑委會網站「僑

臺商專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及海外信用保證基金網站 http://www.ocgfund.org.tw 查詢相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VIB6Z-L9ZkA8YmlS5Qztag?typeid=9


關資訊。 

 

三、7/30-7/31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CAPASUS)年會《從巧實力到智慧國家:跨國亞裔 

    社群與數位科技及人文》 

 

會議時間: 7 月 30 日，8:30 AM - 5:00 PM 

7 月 31 日，8:30 AM – 12:30 PM 

地點: Sonesta Gwinnett Place Atlanta (1775 Pleasant Hill Road, Duluth, GA 30096) 

CAPASUS 第四十五屆年會歡迎各界人士參與，與美台學者與專業人士共同培養巧實力與建 

設智慧國家。會議內容包括美台學者有關智慧城市、供應鏈、數位鑑識學、大航海時期開 

啟後的東亞史發展等演講；青年學者的論文發表；以及兩場有關亞裔成員的公民參與和亞 

裔學生在美國企業的職涯發展的座談會。詳細議程請見 CAPASUS 官網 (www.capasus.org)。 

實體會議註冊：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Y_pt6CW6MYZvxYS6yn1xwXO4152CgRRsf 

W5ZSTDeL33A9SQ/viewform?vc=0&amp;c=0&amp;w=1&amp;flr=0 

註冊截止期：2022 年 7 月 10 日 

如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協助，請與 Catherine Chang 聯絡(catherineealc@gmail.com)。 

 

四、僑委會「2022年海外青年線上營隊」開始報名，歡迎僑界年輕學子踴躍參加。 

 

僑委會為鼓勵海外青年來臺升學，瞭解臺灣文化及最新科技發 展，特運用網路數位科技，開設元宇宙

新興科技課程及線上營隊，2022 年 8 月 6 日至 10 月 9 日開辦全球密集班二個梯次線上營隊，預計招

收 120 人。 活動相關資訊如下： 

 (一)報名資格：年滿 16 足歲至未滿 25 歲居住海外青年，須具有僑胞卡或 i 僑卡，線上申辦僑胞卡網

址： https://www.ocacocc.net/cht/index.php? act=card_signup。 

 (二)課程班別： 

 全球密集班第 1 梯次：(不含新南向地區專班） 



 (１)辦理日期：2022 年 8 月 8 日至 8 月 19 日。 

 (２)招收國家：全球國家。 

 (３)人數：60 人。 

 (４)課程時間：20 小時，共 2 週，每週 5 日。上午班臺灣時 間 8 時至 10 時；下午班臺灣時間 3 時至 

                              5 時。  

全球密集班第 2 梯次：(不含新南向地區專班） 

 (１)辦理日期：2022 年 8 月 20 日至 9 月 18 日。 

 (２)招收國家：全球國家。  

 (３)人數：60 人。 

 (４)課程時間：20 小時，共 5 週，每週 2 日。上午班臺灣時 間 8 時至 10 時；下午班臺灣時間 3 時至 

                              5 時。 

 (三)授課方式：同步與非同步課程。 

 (四)學習設備：學員自備電腦、網路、耳機、麥克風及攝像鏡 頭。 

 (五)報名期限：即日起至各梯次開班前 2 週或該梯次人數額 滿。  

 (六)學員無須負擔費用。 

 (七)頒發結業證書：出席同步課程時數達總時數 80%以上且學習評量合格者核發結業證書及數位證書. 

 (八)營隊內容： (1)臺灣簡介、 (2) 元宇宙概念與應用課程、(3) 臺灣高科技與文創特色課程、 (4)臺語 

                               研習、 (5) 參訪國內大學校院、(6) 文化參訪、 (7) 產業參訪、 (8)成果發表會 

 (九)相關表件請於僑委會網 站（www.ocac.gov.tw/僑生服務/青年研習/線上營隊）下載使用。 

 

The OCAC invites young Taiwanese students to join in this experience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encourage 

youth to learn more about Taiwanese culture and the lates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The OCAC will use 

digital programs to offer emerging technology courses and online camps. The camps will be held globally 

from August 6- October 9, 2022.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grams follows: 

(1) Requirements for application: Young people who live abroad between the age of 16 and 25 and have an 

overseas compatriots card. The website for applying for a overseas compatriots card is below: 

https://www.ocacocc.net/cht/index.php? act=card_signup。 



(2) First Global intensive class Courses Information 

 Dates: August 8 to August 19, 2022. 

 Locations available: any country  

 Class size: 60 people. 

 Course duration: 20 hours, 2 weeks in total, 5 days a week. Morning class from 8:00 to 10:00 Taiwan time; 

Afternoon class from 3:00 to 10:00 Taiwan time 5 o'clock.  

Second Global Intensive Course information  

Dates: August 20 to September 18, 2022. 

Locations available: any country 

Class size: 60 people. Course duration: 20 hours, 5 weeks in total, 2 days a week. Morning class from 8:00 to 

10:00 Taiwan time; Afternoon class from 3:00 to 10:00 Taiwan time 5 o'clock. 

(2)* First Global intensive class Courses Information : 

 Dates: August 8 to August 19, 2022. 

 Locations available: any country  

 Class size: 60 people. 

 Course duration: 20 hours, 2 weeks in total, 5 days a week. Morning class from 8:00 to 10:00 Taiwan time; 

Afternoon class from 3:00 to 10:00 Taiwan time 5 o'clock.  

*Second Global Intensive Course information : 

Dates: August 20 to September 18, 2022. 

Class size: 60 people. 

Course duration: 20 hours, 5 weeks in total, 2 days a week. Morning class from 8:00 to 10:00 Taiwan time; 

Afternoon class from 3:00 to 10:00 Taiwan time 5 o'clock. 

 

五、僑委會 111年全球傑出僑生校友得獎名單，業已公布於官方臉書粉絲專頁及僑務 

    電子報，請僑胞參考 

 

僑委會本年選拔活動選出僑務貢獻類、企業工商類、社會公益類、 學術成就類、文化體育類及青年僑

務貢獻類等六類別，經駐 外單位及國內大專校院等踴躍推薦，共有世界各地 48 位候選 人參加選拔，



經審查委員會嚴謹討論，計有 18 位僑生校友獲 選，得獎名單已於 6 月 30 日出爐。 111 年全球傑出

僑生校友得獎名單業公布於本會官方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iocac)及僑務電子報 

(https://www.ocacnews.net/article/313742?cid=23)。 

 

六、國際影音串流平臺 TaiwanPlus，歡迎僑胞下載收視及協助宣傳。  

為向國際傳達臺灣價值與觀點，僑委會近期積極與文化部國際 影音串流平臺 TaiwanPlus 合作，協助推

廣該全英文發聲之國 際傳播平臺。 茲提供 TaiwanPlus 官 網及手機下載 APP QR code，請僑胞下載收視

及協助宣傳，謝謝。 

官網網址：https://www.taiwanplus.com/ 

手機下載 APP: 

 

 

 

 

 

 

 

七、僑務委員會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胞參加旅遊活動作業要點，歡迎海外僑胞回國參 

    加雙十國慶活動 

 

歡迎海外僑胞每年回國參加雙十國慶活動，配合推動國內觀光，特訂定本要點。 

慶典旅遊補助之僑胞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於當年之八月一日（含）以後入境者；一百十一年為擴大推動「疫後振興」， 

振興國內產業經濟，於一月一日以後入境者亦適用之；其入境及檢疫相關事 

項須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內政部移民署規定辦理。 

（二）於本會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接待服務處完成報到手續，領得十月慶典「僑胞證」，參加「國慶晚

會」、「國慶大會」或「國慶焰火」等國慶籌備委員會公布之相關慶典活動其中一項。「僑胞證」含 

正、副聯二部分，其中副聯係供參加及申請慶典旅遊補助使用，遺失不補發。 

手機下載(iOS 系

統) TaiwanPlus 

APP 

手機下載

(Android 系統) 

TaiwanPlus 

APP 

https://www.taiwanplus.com/


（三）持僑胞證副聯正本參加經本會核備之國內合格旅行社（以下稱作承作旅行社）提供之三天兩夜

以上國內旅遊活動。 

（四）補助金額及發放： 

（1）補助金額：由本會補助每人新臺幣二千四百元；一百零九年、一百十年及一百十一年為擴大推

動「疫後振興」，持續振興國內產業經濟，補助每人新臺幣三千元。(若全額旅費未超過新臺幣三千

元，依全額旅費覈實補助)。 

（2）補助款轉發單位：承作旅行社。 

僑胞回國參加國慶旅遊活動作業要點及附表，請點擊連結取得。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6DoEC6nDN2rk_FPpZsPfLUZ04yUkU0A0?usp=sharing 

                                                                                    

八、僑委會「產學攜手 僑見商機」線上論壇，論壇第  16 場次，商機匯聚，歡迎 

        收視運用。 

 

6 月 22 日起分別安排銘傳大學主講「疫後新生活 攜手打造溝通新模式」、國立中山大學「綠色永續整

治 汙染土地復育再利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永續循環 節能永續科技」，以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供應鏈數位管理平台 打造農漁牧營運」，各場並邀請該主題領域之臺灣優質廠商企業，提供產學合

作經驗與商機！ 僑委會「產學攜手 僑見商機」線上論壇自 3 月 30 日起固定於每週三下午 4 時在僑委

會僑務電子報 YouTube 頻道播出，歡迎關心產業商機及對臺灣優質企業有興趣的僑臺商與各界人士，

準時上線觀看！ 僑委會邀集全臺各大學校院共同推動之「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各校服務手冊

檔案均公告於方案專區（IA.Taiwan-World.Net）及僑委會官網「僑臺商專區」（https://Business.Taiwan-

World.Net），提供僑臺商朋友免費下載參考運用並踴躍分享。 

「產學攜手 僑見商機」線上論壇首四場播出時間（臺灣時間） 

 (16 場)7 月 13 日（三）16:00 供應鏈數位管理平台 打造農漁牧營運/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 https://youtu.be/QNHg_Whnn8E 

 

 

 

https://youtu.be/QNHg_Whnn8E


九、2022 美東南區 FASCA 開始報名,培養您的下一代建立團隊精神,機會難得歡迎加 

入。 

 

2022 年美東南區臺灣海外青年志工(Formosa Association of Student Culture Ambassadors,FASCA)已開始

報名，預計招收 12 至 17 歲在學學生。FASCA 將以「領導、服務、文化、傳承」四大培訓主軸透過

學習實作，讓自小於海外生長的台灣僑民新生代，深入瞭解父母的家鄉,成為宣傳台灣之僑務外交小尖

兵，並也能在人際及升學上加分。2022 年新生培訓訂在 7 月 29 日至 31 日於亞特蘭大僑教中心(5377 

New Peachtree Road, Chamblee GA 30341)舉辦，將由慧智文教基金會進行整體規畫與培訓。報名請

至:https://www.wceo.org/cyla/details 或 fascaatlanta.org/apply/ 

如欲諮詢，請電郵：亞特蘭大分會 atl.fasca@gmail.com (或洛麗分會 raleigh.fasca@gmail.com)。 

 FASCA in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has begun registration.  

The Formosa Association of Student Culture Ambassadors (FASCA) has started registration for 2022. 

Students ages 12 to 17 are able to register. Stude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a team of other active 

young Taiwanese. FASCA focuses on four major principles: “Leadership, Service, Culture, and Tradition.” 

Through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these principles, the new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living in the Southeast 

United States will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Taiwanese roots. The new members training is 

scheduled to be held from July 29-31 at OCAC (5377 New Peachtree Road, Chamblee, GA 30341). The 

Huizhi Cultural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will be conducting the training and program.  

To register please visit: https://www.wceo.org/cyla/details or fascaatlanta.org/apply/  

For questions, please email: Atlanta Chapter atl.fasca@gmail.com or Lori Chapter raleigh.fasca@gmail.com 

 

                                           

☆☆☆ 歡迎僑團提供中、英文活動訊息至 atlocac@gmail.com 刊登 ☆☆☆ 

為方便大家閱讀各僑團近期舉辦活動，請供稿僑團提供活動內容、舉辦日期、時間、地點

等文字字數在 400 字內，文稿請附英文版本，以利中心彙整，謝謝大家配合。 

mailto:raleigh.fasca@gmail.com
mailto:歡迎僑團提供活動訊息至atloca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