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非營利組織不遵守法令規範之特別情境 

  在第六、七兩章中，本研究已就第五章所建構研究架構進行驗證，一方面

證明研究架構的正確性，另方面則就影響選擇模式行為的因素進行補充。 

    然而，在筆者進行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之時，發現某些特別的情境使得非

營利組織不論處於哪些不同的環境系絡，都會一致地產生不遵守政府法令規範

的行為，為能更清楚地說明非營利組織的選擇行為，本研究特別另闢一章說明

這些特別情境對非營利組織選擇與政府互動行為所產生的影響。 

  為了規範兩岸文教交流的秩序，「大陸地區專業人士來臺從事專業活動許

可辦法」以及「接待大陸人士來臺交流注意事項」當中，對於「統戰宣傳以及

活動」、「併團」、「營利行為」、「許可目的不符之活動（如探親）」等行

為均有明文禁止。而對於展演之售票事宜，則採取核准制。1 

  然而，我非營利組織對某些交流規範卻頗有微詞。以下分三大項說明這些

衝突。第一節將先說明非營利組織考量人情而不遵守法令規範的情境，二、三

節則說明非營利組織基於經濟考量與民主價值而不遵守法令規範的情境。 

                                                 
1 「大陸地區專業人士來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第十七條規定，邀請單位邀請大陸地區專

業人士，同一申請案應團進團出，不得以合併數團或拆團方式辦理。該法二十二條規定：

「大陸地區專業人士或其眷屬在臺停留期間，不得違反國家安全法及其他法令，且不得從事

營利行為、須具專業執照之行為、與許可目的不符之活動或其他違背對等尊嚴原則之不當行

為」。 

另外「接待大陸人士來臺交流注意事項」第四條規定：「大陸人士在臺從事交流活動，應依

邀請計畫辦理，並確依邀訪行程進行活動，未經許可不得變更接待單位及邀請計畫。」第六

條規定：「大陸人士來臺從事展演活動，在申請案未經核准前，不得從事售票事宜。」第七

條規定：「接待單位安排大陸人士在臺活動，不得從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目的不符之活動，

且不可邀大陸人士涉足不當場所，或參與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活動。」第八條規定：

「接待單位接待大陸人士，應注意國家機密及安全之維護，對大陸人士利用情誼之不當要

求，應提高警覺；對大陸人士在臺期間進行統戰之宣傳及活動，應立即予以制止。」 

 



 

第一節 人情考量使非營利組織不遵守法令規範 

（一）人情考量使非營利組織違反不得讓大陸人士離團探親之限制 

    根據「接待大陸人士來台交流注意事項」第七條規定：「接待單位安排大

陸人士在臺活動，不得從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目的不符之活動」，因此，大陸

人士以來台進行專業活動之名，卻私自離團或進行探親實是違法行為。除可能

危害大陸人士財務性命安全，2亦可能對國家安全產生負面影響。 

然而，本案受訪者均表示，探親這件事情是人情之常，不應予以限制。例

如三號受訪者表示：「探親這部分，人情至上，我贊成他去探，我覺得這個不

能限制⋯⋯，所以探親這件事情，我覺得我比較屬於人道主義，應該讓他去探

親，而且探親應該越多越好，好讓他瞭解台灣的狀況，而且你直接到他家去

呀，我是準備要這樣的主張，像 Home Stay 這樣」（訪談 3-13）。十號受訪者

表示：「他們會說我們有個親戚在這裡，你說這時候不讓人家見個面，也不是

很合理」（訪談 10-9）。五號受訪者表示：「在人情上的，我覺得可以適度的

開放，⋯⋯，所以在人情上的事情，我們更可以通權達變」（訪談 5-9）。六

號受訪者表示：「順便去探親一下，去掃墓一下，這點我倒認為可以理解啦」

（訪談 6-10）。 

因此，基於人情因素的考量，非營利組織認為政府對於探親乙事，應該保

持彈性的態度，九號受訪者便提及： 

                                                 
2 例如：2005年 9 月初，大陸統計局副局長朱向東在台灣泡溫泉意外死亡，引出「案外案」，

政府發現朱向東來台原先預定參加成大的學術研討會已延期，造成渠來台實際進行的活動與

申請目的不符 （聯合報，2005/9/11），甚至到我軍事重地竹子湖氣象站泡溫泉（中國時

報，2005/9/20），此案暴露出大陸專業人士來台交流的管理有嚴重疏失，因而導致大陸人士

人身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為什麼不再多開放一塊，例如來台省親啦，這個部份，這樣就不會有

這樣的問題了，這樣子可以讓專業的更專業，而且好處是專業那塊的防治可以更鬆

一點，至於那一塊，你就可以把申請費收貴一點啊，給台灣帶來一些經濟，把市場

機制加進去」（訪談 9-8）。 

 但是受訪者亦均同時強調國家安全的重要，表示：「其實只要不要危害到

國家安全，一些比較機密敏感的地方不要帶他去，其他倒是沒有什麼啦！除非

他是安全人員之類的，是故意要來打探一些訊息，這樣我們當然要防，但其他

的一些活動，我是覺得不用設那麼多規範」（訪談 11-6）。對於探親，由於各

非營利組織都能夠應採取適當的防衛措施，例如：留下連絡電話及地址（訪談

1-19，6-10）、對探親時間做限制（訪談 1-19，6-10）、請家人來接（訪談 1-

19，2-13，10-9）、甚至於派人陪同（訪談 1-19，8-8），並獲得大陸團長的

同意（訪談 1-19），因此，對於探親乙事，非營利組織的人情考量使得渠認為

在顧及國家安全的情況下，應放寬目前的交流規範。 

 （二）人情因素使非營利組織不願突顯政治符號 

在「民間團體赴大陸交流注意事項」的規範中，有許多對於涉及兩岸政治

符號問題的規範，例如：該注意事項第四條便規範：「兩岸交流過程中，為避

免中共擅改我方團體名稱，我方應事先定妥團名，以不失立場為原則；如發生

對我稱呼或安排不當之情形，宜即交涉或闡明立場。我民間團體亦不應參加大

陸舉辦之『全國性』會議或活動，以避免我方地位被中共所矮化」。 

然而，中共刻意地在國際社會上打壓我國，矮化我為地方政府，否決我方

可以使用國旗、國號，早已不是新聞，這其中又以兩岸體育交流的互動最為明

顯，中共除抵制我申辦任何國際比賽、阻止我奪牌昇奏旗、歌的機會，亦強調

「台灣是中國的一省」。3再再顯示中共於國際社會當中打壓我主權、矮化我為

地方政府的企圖。 

                                                 
3 曾經發生過的案例如，在日本所舉辦的第十二屆亞運會中，大陸於活動當中宣稱「台灣是中



面對兩岸政府對於符號的相互不退讓的強硬態度，我非營利組織在進行兩

岸文教交流之時，考慮到人情的因素，通常不會直接向大陸方面抗議其政治動

作，例如，某非營利組織赴西安參加交流活動時，面對大陸所懸掛出來的「全

國**展覽」活動以及「歡迎回歸祖國」等標語，該組織考量到可能會破壞雙方

的情誼，並未對大陸方面此類刻意矮化我地位之措施提出抗議（觀察事件 17-

1）。 

但是，這些問題也並非無可避免，經過多年的交流，非營利組織已經演化

出交流活動的「事先溝通原則」、「務實交流原則」、「平等互惠原則」以及

「彈性處理原則」。以下分項說明之： 

  1.事先溝通原則 

我非營利組織多表示，有經驗的團體會與大陸交流的對口單位在活動辦

理之前事先進行溝通，避免活動當中出現不必要的政治符號，引起雙方的衝

突（訪談 1-17,2-11,9-7,10-7）。其中，第十號訪談者便舉出一個有趣的例

子予以說明： 

「這是很正式的第一次活動，在這個活動裡的時候，我們當時就是定了一個目

標，大家都是為了慶祝 OOO 會七十週年，所以不談其他的事情，談學術的事情。我

們也辦了學術研討會，兩次都辦了學術研討會，可是當時大家也有一個默契，因為

你開慶祝大會的時候一定有一些儀式嘛，一定是會場有些佈置嘛，所以當時我們就

說，既然不方便做這樣的事情，我們就說這樣好不好，你啊，恰好沒有趕上開幕典

禮，所以他們的代表團來的時候，譬如說我們早上九點開幕典禮，九點半茶會，他

就剛好茶會的時候來，那我們當然去的時候也是剛好茶會的時候去，這樣就把事情

                                                                                                                                            

國的一個省」（中央日報，1994/10/1）。另外企圖於北京世大運開幕會當中，將「中華台北

代表團」排在中國、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之後進場，而非奧會模式依照字母「T」的順序出場 

（民生報，2001/8/2 ）。媒體甚至批露，大陸對我體育界的打壓可概括為三種作為：1.「抵

制台灣申（舉）辦任何國際比賽」2.「阻止台灣奪牌升奏旗、歌機會」3.「拒絕台灣運動員

到大陸移地訓練」（民生報，1996/2/7）。 



大家很自然的就過去了，所以這個事情就這樣開始，做的就非常順」（訪談 10-

4）。 

  2.務實交流原則 

兩位訪談者的經驗，說明了大陸強勢的要求下辦理交流活動的務實態

度： 

「我們在行文給 OO 協會（大陸單位）的時候，我一定是用中華民國 OOOO 會的名

義，但是當他這個文要繼續往上報的時候，對方會要求我們是不是可以改成台灣，

那我也曾經跟陸委會反映過，在這個時候，除非你不交流，因為像 O協（大陸單

位）這種單位，他不可能為了要跟你交流，就把你「中華民國」這樣的稱號一路上

去，他也不敢報，這對他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他也不可能為了要跟你辦一個活動

就這樣遷就你，那時候可能就換成我們要去遷就他們的立場⋯⋯，坦白講，他們的

觀念沒辦法向我們這樣靈活，他們就是霸道嘛！他要這樣就是要這樣，根本無法跟

他們講道理，除非你不交流，不然就只好遷就嘛！其實我們名片上印的還是中華民

國 OOOO 會，只是要給他一點台階啦！你平常發，他也不會跟你計較這個，大家都心

照不宣啦！」（訪談 11-5）。 

「你今天到了人家的地盤上，有時候就算他們有很不禮貌的那種，特別是有很

明顯的矮化的字眼出現的時候，講實在話你當下並沒有辦法作任何的處理，因為會

把場面鬧僵，我們處理的方式是我們會以團長為首，可能就是私下跟主辦單位表達

不高興或不滿，不至於到抗議，因為到了現場，很多狀況已經不是你能夠選擇的

了，頂多只是說事後回來，我們可能是跟這個單位不要再往來了，或者是說，以後

也不承辦他們來台灣的業務，但是立刻當下，倒是不會有動作」（訪談 2-12）。 

    事實上，面對大陸方面的強勢態度，我非營利組織多採取相同的立場，顧

及人情因素，必須在名稱上予以彈性的方式處理（訪談 3-12），務實的交流重

於符號的堅持。認為既然兩岸文教交流定位為民間交流（訪談 1-17），多是學

術的性質（訪談 10-5），沒有涉及公權力（訪談 3-12），自然可以不涉及政治

符號。 



  3.平等互惠原則 

    但若大陸方面對政治符號提出要求，則我方人員也會不甘示弱，比照辦

理，藉以體現雙方交流的平等互惠原則。 

「我們就是一來一往，所以所有的動作都是互惠平等，你今年這樣對我，我明年

就有可能有這樣的情形發生」（訪談 9-7）。 

「我們以 OO 交流這塊來講，就沒有這些很敏感的事情。彼此都會避開，譬如

說，我們要去人家局長辦公室，去拜會人家一下，那政治符號的東西都擺在那裡，

我們沒有理由要求人家把它拿掉，所以後來我就跟他們講，你也沒有道理要求我們

把它拿掉，你說會場大家怎麼樣的配合，也是事先大家講好，否則到了人家辦公

室，你沒有什麼樣的道理，要求人家拿掉，所以後來他們來的時候，到了校長辦公

室，到了 OO 大學、OO 大學校長辦公室，在哪裡也就在那裡了，我說你裝做沒看見就

好了嘛」（訪談 10-8）。 

   4.彈性處理原則 

為了能夠順利的讓活動繼續進行，有時候非營利組織也會找出替代性的

符號，或者技巧性地規避符號的問題。 

在替代性符號上，受訪者舉例：「當我們寫給大陸的企劃書上面有『民

國』，他們就會客氣的打電話來，跟我們要求說是不是可以把民國改成西

元，那我們也覺得 ok，因為西元也是通的。我們覺得辦這樣的活動就是希

望兩岸有一個善意的交流，目標可以達到善意」（訪談 7-7）。另外，「有

時候我們去開會，他們一定會先審核我們的講稿，如果我們在裡面提到我們

的政府什麼的，他們就會要求我們改一下，改成『主管單位』，我說沒關

係，因為你是要往上報的嘛！但是當我上台去講的時候，我還是會直接講我

們的政府單位，我們都是用這樣的一種變通方式，我們在現場講，他們也不

會有什麼不好的反應，他們也很清楚這只是上面的要求」（訪談 11-5）。 

另外在規避符號上，兩位受訪者說明曾經遭遇的情況： 



「有一次就是去天祥活動中心的時候，我們剛好要辦才藝表演，旁邊就有救國團

擺的國旗，因為那時候離他們很近，因為他們要拍照攝影，所以就會覺得怪怪的，

尤其是那是在 1999 年的時候。他們其實也很客氣，也不會自己去移動，他們會說：

是不是可以把旗子稍微移動一下，讓我們拍照。我們是說，那你們就不要拍到嘛。

可是發現整個場子就冷下來了，發現他們怎麼這麼緊張。可是我們當然不可以把旗

子收下來啊，我們就把他們稍微移開一點，讓布景美化一點，但是也還在舞台上

面。變成說，他們也可以方便拍照，我們也可以方便，達成某種的平衡」（訪談 7-

7）。 

「第一次組團來我們是開會在師大的綜合大樓，因為那時候所有的會議室都會有

國旗什麼的，這個一定會有的，那個會議是兩面都是各插三面國旗在那裡，他們到了

門口看到了就不敢進去，但是他們也不敢講出來，⋯⋯，所以就僵在那裡，不進來，

顧左右而言他，當然我們也發現到了，那會議是都會有那個布幕嘛，我們也不想造成

僵局，我們把布幕各拉半邊，也沒有把國旗移走」（訪談 8-7）。 

對於非營利組織所採取的各種折衷方法，若政府採取嚴格的角度來看，部

分彈性的操作方式其實都有所謂「自我矮化」的嫌疑，在這種情況下，非營利

組織通常會希望政府對政治符號要保持彈性。因為如果政府硬要限制政治的符

號，「活動這樣就促成不了。所以⋯⋯要辦活動還是要改這個字是沒有解的，

跟非營利事業的執行者一直強調這樣，很顯然就不要辦活動，我們就發展別的

事情，大家快樂就好，沒有必要因為這樣而得罪了官方」（訪談 3-12）。如果

政府在意「會說被降格以求，會是怎麼矮化，會不被承認，如果一直輪迴在那

裡，我看民間單位就是會偏向於不辦了，沒有必要再去衝」（訪談 3-12）。 

然而，非營利組織也都談到，儘管互動中可能有規避符號的問題，惟均僅

是務實的考量，只要有國家的認同感，「非營利組織心理自然會有一把尺，大

陸的那種太形式的統戰反而會收到反效果」（訪談 2-12）。這種反效果，由七

號訪談者的講話當中可以深刻地體會：「要求我們把國旗移走，我覺得很不舒

服，畢竟他們來是客人，我們是主人，他們應該要尊重我們。⋯⋯就像客人到



我們家，他跟我們說這個擺這裡不對，要擺哪裡。除非說這些東西影響到他的

行動性，如果沒有，就要我改動我們家的布置，是有點過分」（訪談 7-7）。 

雖然根據目前「接待大陸人士來臺交流注意事項」之第十條規定：「接待

單位應向大陸人士表明，基於國際禮儀，應尊重我活動場地內國旗、國父遺像

及國家元首玉照等原有精神禮儀布置。對於變更布置之要求，應說明我方立場

並予拒絕」，然而政府在該注意事項附件當中註明的處理方法，包括：（1）可

於活動前，與大陸方面溝通我方對此問題之處理方式，以避免使其認為我方有

意作此擺設。（2）於交流活動中，有媒體拍攝或照相時，如對方要求，可避免

將國旗及元首肖像攝入，以減少其「困擾」。此一彈性做法，便是所謂的「事

先溝通」與「彈性處理」原則，可見政府已在往此彈性方向調整。 



第二節 經濟考量使非營利組織不遵守法令規範 

在經濟考量上，非營利組織在活動當中會透過各種方式節約經費，此舉通

常被非營利組織視為基本的生存所需，不應予以禁止，但是通常政府在補助或

委託非營利組織辦理活動的財務規範上，有極為明確的各項規範，也因此非營

利組織在配合這些財務規範時，會影響到渠辦理活動所期待的效用。 

舉例來說，政府為求委託責任明確化，規定非營利組織不得將政府委託之

案件，再轉包予其他單位，但事實上非營利組織在人力不足的情況下，多有將

整體活動的一部分再二手外包予旅行社的情況（觀察事件 3-4）。甚至，每一項

交流活動均會涉及多種不同性質，以兩岸原住民交流活動便可能同時扮演原住

民交流、藝文交流等不同功能，該非營利組織便能在此項交流活動中同時巧立

多項名目，藉以向陸委會、原民會、文建會增取各種補助，而政府希望補助資

源能夠更有效率，因此並不樂意見到這種巧立名目的狀況，但非營利組織若配

合政府不得多處申請的要求，亦將使其辦理活動的效用降低（觀察事件 15-

1）。更現實的案例，表現在某非營利組織在政府補助經費不足時，表現出不願

接受官方人員隨團的態度，當然政府可以強勢要求派員隨團，惟此舉將影響非

營利組織辦理活動的意願（觀察事件 15-2）。 

還有一些案例顯示，非營利組織為了順利獲得政府的經費補助，竟不惜以

欺瞞的方式與政府互動，例如：某協會在辦理活動時，已明確與大陸方面達成

以「閩台***交流活動」作為活動名稱，惟為爭取政府經費，竟在活動計劃書上

修改活動名稱，成為***「國際」交流活動（觀察事件 13-2）。再例如：某協會

已獲得中華發展基金委託辦理交流活動，卻因大陸方面反彈，而刻意在交流時

欺騙大陸人士，使渠等誤以為活動是由該協會主辦，與政府無涉（觀察事件 16-

1）。甚至於，在明知大陸方面邀請參加的是其「全國性」**活動，統戰意味濃

厚時，某協會為了拓展商機，仍不顧政府勸告，執意前往（觀察事件 18-1）。

可見順服政府要求的國家尊嚴目標，效用值較低，而藉由交流活動完成符合自



身目標的行為，效用值較高。 

接下來，筆者就幾種較常發生之經濟考量產生的爭議進行說明。 

 （一）收團費以及展覽售票部分 

非營利組織表示「一般像是牛耳這些藝文團體，當他們邀請外國的文化團

體來台，其實也都還有收費」（訪談 7-2）。因此，若是為了維持組織的基本

生存需要，「適當的反映成本是必要的」（訪談 1-4），「要自負盈虧，就要

讓他有生存的可能」（訪談 3-4），「要先讓這個組織能夠蓬勃起來，他才可

能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和精力來完成交流的事情」（訪談 9-2）。 

其中第六號訪談者表示收費的另一個原因： 

「他們來的校長，錢都是公家給的，有時候交了團費還有賸餘，有時候要我們

給他開一個收據給他，就是回去要報帳，因為他們出來都是校長、教授這些高知識

份子，所以都是他們機關補貼，全額補助他，相對的我們 OO 會最窮，什麼都沒有，

怎麼可能拿錢出來免費接待他們，這種情況下，我們當然就收他團費來維持在台灣

參訪期間一切活動的費用」（訪談 6-3）。 

因此，非營利組織對收費乙事，係採取較為彈性的看法。 

 （二）併團部份 

非營利組織認為，「併團通常都是成本的考量」（訪談 1-20）。「併團的

話，其實有時候是有它的需要，因為有時候真的太小團不符經濟規模，你說要

我們專門一個人去陪他，那誰去陪呢？沒有辦法啊！可是你又要規定團進團

出、不能併團，這個限制太苦了」（訪談 11-6）。此外，「併團的狀況，政府

也不用太緊張，因為這樣問題在於 0會本身的操作問題會比較多，因為兩個省

份來的人，都有大頭，要怎麼擺平，⋯⋯，我們要做長久，不是來一次而已，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常常來，所以併團真的是我們萬不得已的選擇之下才會作的

處理，不會是常態性的，所以相關單位在這部分不用過於緊張」（訪談 2-

13）。由此可見，非營利組織對併團乙事，亦保持較為彈性的看法。 

 （三）全程陪同部分 



為了防止大陸人士在台進行違法行為，政府要求非營利組織必須全程陪同

大陸人士進行參訪。而我非營利組織也表示，除非「是像五、六個人的小團，

那大概就是交給旅行社去處理」（訪談 11-6），否則非營利組織都會派員全程

陪同大陸人士完成參訪活動（訪談 1-18，7-7）。因為「它究竟是一個外來的

團體，有人全程陪同是合理的」（訪談 10-9）。「至於沒有全程陪同的那些單

位，我覺得應該要處分，甚至以後應該限制他再辦活動，因為害人之心不可

有，防人之心不可無，大陸來的，我們很難避免說，裡面是不是有一些有問題

的人物臥底在裡面，所以一定要全程陪同才可以」（訪談 6-10）。 

與前兩項營利行為有所不同之處為，非營利組織雖知全程陪同會使組織的

成本提高，但在考慮國家安全情況下，對全程陪同的行為比較堅持。 

    對於非營利組織究竟是否應將經濟考量放入活動的辦理當中。三號、五號

及十一號受訪者認為： 

「部份可以要求他專案處理，然後要求附上一個評估報告，或者一個概算或者

執行結果的一個報告，甚至於講白一點，這部份可以當作政府的稅收。既然沒有辦

法完全的禁絕，為何不給他一個疏通的管道，以造成三贏?」（訪談 5-3） 

「有一些活動就難免會帶有一些營利的行為，這是必然的，沒有辦法去區隔

開，這部分你要嚴格管制，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不如去制訂你的政策，什麼東西

可以開放、什麼不開放，清清楚楚的讓民間團體有一個依循，這樣才對」（訪談

11-2）。 

「內政部是協會的主管單位，青輔會是基金會的主管單位，去檢核行為準則有

沒有規範這樣就可以了，⋯⋯沒有必要管那個非營利不能賣票、不能什麼的」（訪

談 3-4）。 

由以上分析吾人可了解，這些經濟考量的中心，還是緣於組織的生存需

求，因此非營利組織認為，政府只要能做好基本的規範便已足夠，不需在兩岸

交流規範上再多做限制。 



第三節 自由價值使非營利組織不遵守法令規範 

「接待大陸人士來臺交流注意事項」第八條規定，對大陸人士在臺期間進

行統戰之宣傳及活動，應立即予以制止。而該注意事項附件第五條則規定，學

術研討會應以學術研討為主，並應稟持「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之態度理

性討論，任何涉及雙方意識型態之爭議，宜由學者自我約束或由主辦單位即時

制止，而不宜刻意凸顯主權之爭。 

但是，實際上，少有非營利組織對於政府管制統戰宣傳抱持支持的態度

（僅有 3號訪談者認為大陸人士來台宣傳反分裂法應予制止，訪談 3-13），某

大學活動承辦人便以科技人的身份自居，認為大陸方面在公開場合對我之批

評，基於言論自由，不應該予以限制（觀察事件 1-3）。 

其餘非營利組織均認為台灣是言論自由的國家，「在政策上我們應用民主

當我們最好的武器」（訪談 1-18）。 

而所謂民主的精神就是應當讓各種聲音都能展現出來，「大家各自表述」

（訪談 7-7），因此非營利組織會「在適當的場合當中平衡報導，⋯⋯不要說

因為接待他們就悶不作聲的，⋯⋯，這並不是為了政府的政策辯護，而是說在

發言過程當中，就學術立場予以說明，學術交流就有他可貴之處，可以有大家

不同意見的看法（訪談 1-19）。因此，在自由價值的前提下，非營利組織並不

遵守既有的政策規範。十一號訪談者便堅決的表示： 

「大陸人士發表不當言論，其實我覺得我們本來就是個言論自由國家，你管人

家說什麼？他說什麼又會影響到什麼嗎？其實也不會嘛！大家都自己會判斷啊！反

而是我們去他們那邊發表的意見對他們影響才大，因為他們畢竟是思想比較沒開放

的，我們去講，對他們影響才大呢！我是認為言論的部分沒什麼啦！」（訪談 11-

6） 

 



對於前述因為人情因素、經濟考量或自由價值而與法令規範產生衝突的情

況，非營利組織並不認為有何不利國家安全之處。反而認為這種關係，可以藉

由嚴格的法令規範，使非營利組織有了管理大陸人士的依據。倘若非營利組織

能夠認同政府，則透過「立法從嚴、執法從寬」的原則，可使得非營利組織在

辦理文教交流之時，能在處理衝突之時有更多的彈性。 

一般法律的原則，遇到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衝突，通常民間會希望政府能夠

將法律明文化（亦即「罪刑法定」主義），避免使得執法者有過多行政裁量的

空間，影響民眾權益。然而大異其趣的一點是，在兩岸文教交流活動當中，非

營利組織卻主張，基於國家整體策略性的考量，政府應該採取「立法從嚴、執

法從寬」的做法，俾使政府在兩岸交流當中能夠獲得更大的利益。 

「對於政府嚴格管制，我覺得法規的原則可以是立法從嚴、執法從寬，大家還

蠻覺得有點彈性，如果這個法規定的太鬆散了，那你要嚴格的管的話，人家就會覺

得你太不近人情了，所以法條備而不用會比較好，也就是依法行政，但是法理不外

人情。⋯⋯牽涉到兩岸互動的問題，如果說他有一個不當的言論，或者是說他有個

其他的探親或是其他的，我們就會有個根據可以管理他們，可以跟他們說，如果你

在這樣我們就把你遣返了喔，說到遣返那他就沒輒了，就會遵守我們的法律。但是

若你都沒有規定，我們在執行上會很困難的，例如有幾次有人講，我們想探親想去

花蓮看看。我就在想為什麼要跑去花蓮，當時我們的行程就是沒有排那裡，那你硬

要來的話，我們就有法律依據，他們就要尊重主辦單位」（訪談 1-20）。 

「如果交流要繼續下去，而且要良性的發展，有些規定是可以規定，但是處理

的時候應該要有點技術性，因為規定是一定要有的，作給大家看嘛，那處理，就要

有點彈性」（訪談 8-7）。 

言下之意，政府在規範兩岸文教交流事務時，可以將政府的目標明確的宣

示出來，但必須保持執法的彈性，「法理不外人情」，採取較寬鬆的執行態

度，由非營利組織根據交流當中不同的情勢，自行判斷行為的方式，如此方能

減少政府與非營利組織之間產生衝突的機會，順利推動兩岸文教交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