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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非營利組織選擇與政府互動模式的理論 

第一節  理論的基礎-預期效用理論 

    第三章已根據兩個面向，亦即非營利組織是否遵守法令規範以及是否爭取政

府經費挹注兩面向，將非營利組織可選擇的互動模式做四種分類，分別是合作模

式、吸納模式、互補模式以及疏離模式。 

    第一章已介紹，本研究當中所謂的「選擇」行為，是根據理性選擇理論所建

構的選擇理論來分析。該理論假設每一個人都有其獨特的偏好，這種「偏好」是

與生俱來的、無法改變的，並且是可以排序的。 

    而「效用」是指個人根據「偏好」而來的滿意程度。理性的決策者其決策標

準便是以能夠獲得個人的效用極大化（maximize utility）為其終極目標。但實

際上因吾人所面對的是不確定的決策情境，因此除了「效用」值外，尚必須對方

案的發生機率進行估計，兩者配合才能判斷出究竟應該採取何種行動。 

    此一「期望效用理論」（expected utility theory）以數理符號表示即為： 

            EU（A）=∑p（S）u[C（S,A）]並且 

             當選擇 A時，EU（A）為最大值 

其中 EU 表「期望效用」，A表「可選擇的行動」，例如 A1,A2,A3,…An。 

P 表「主觀機率」，決策者會給定不同的機率如 P1,P2,P3,…Pn;S 表「某一情況」;U

表「效用」；C（S,A）表「當狀況 S,行動 A時的結果」。 

    簡單而言，理性決策者的決策者會選擇主觀機率（P）乘上效用（U）所得到

的期望效用（EU）最高的方案。因此，本研究重點便是計算出非營利組織在兩個

面向上行為（是否遵守法令規範、是否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期望值，了解該組

織在兩種行為上的選擇模式，若該組織不遵守法令規範的期望值頗高，並且爭取

政府經費挹注的效用亦高，則該組織將選擇吸納模式作為其與政府互動的模式。

而要計算非營利組織在兩種行為面向上的期望效用值，則必須分別去評估兩種行

為面向上的效用（U）值以及計算該模式發生的主觀機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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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非營利組織選擇互動模式的因素 

    本節將根據實地觀察，歸納出影響非營利組織選擇行為的兩類因素，其中一

類是影響非營利組織是否遵守法令規範的因素，另一類則是影響非營利組織是否

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因素： 

1963 影響非營利是否遵守法令規範的因素方面有：（1）非營利組織的兩岸關係

定位。（2）非營利組織的商業目的。（3）兩岸文教交流事務的特殊結構。（4）

兩岸文教交流事務當中的勞務特性。（5）政府的行政管理能力充足與否。 

1964 影響非營利組織是否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因素有：（1）非營利組織的財源

充足與否。（2）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行政成本。（3）政府的財政狀況。（4）

非營利組織的人力資源與否。（5）非營利組織的人際網絡充足與否。 

以下將分項說明實地觀察得出的變項如何影響非營利組織是否遵守法令

規範以及是否爭取政府經費挹注。 

 

一、影響非營利組織是否遵守法令規範的因素 

（一）兩岸關係立場因素影響非營利組織遵守法令規範的效用 

  兩岸關係定位的不同，造成了前執政黨與現任執政黨對於兩岸交流政策的差

別，傳統國民黨的大陸政策建構在「國家統一綱領」1上，嗣雖不再提出「終極

統一」的立場，惟仍堅持「中華民國國號」，希望透過「九二共識、一中各表」

                                                 
1 國家統一綱領為國民黨政府為兩岸關係定出的基調，在民國八十年二月二十三日國家統一委員

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並於八十年三月十四日行政院第二二二三次會議通過。綱領重點將統一

分為三個時期，近程交流互惠階段擴大兩岸交流，中程互信合作階段則推動通商通航，遠程

協商統一階段成立統一機構協商統一事宜。嗣陳總統於民國九十五年二月二十八日批示，同

意「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國家統一綱領」終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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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復兩岸協商，透過民間良性的交流進而發展出兩岸和平架構。2而民進黨在兩

岸文教交流的政策上採取的策略則是以和平發展為基調，強調「善意和解、積極

合作、永久和平」，3交流的目的在於增進了解，隱含的目的則是台灣在政治上獨

立。 

而民眾對於兩岸關係的定位，也有這兩種不同的觀點，根據陸委會的民意調

查顯示，傾向獨立（包括立即宣布獨立、維持現狀後獨立兩類）的民眾一直以來

都佔有約 20%的比例，而傾向統一（包括盡快統一、維持現狀後統一兩類）的民

眾則佔有約 15%的比例。4這兩類人士的立場對立，在政黨的推波助瀾下，也因

此常造成兩岸政策上的衝突。 

這種兩岸關係立場的認同問題不只發生在一般民眾的層次，非營利組織對於

兩岸關係立場亦未有一致的看法，而這些立場會影響到渠等是否願意順服政策目

標。吾人在工作中的觀察，目前非營利組織對兩岸關係立場的認同強度在光譜上

                                                 
2 國民黨主席多次表達願意和大陸改善關係，提出「五不、五要」，期待雙方能回到「九二共識，

一中各表」的基礎上，簽訂和平協議，進一步增進兩岸關係。其中「五不」就是陳總統在二千

年所提出的「四不一沒有」，「五要」則是：1.兩岸在九二共識基礎上恢復協商。2.希望與大陸

簽訂三十到五十年的和平協議。3.希望雙方經貿正常化。4.希望兩岸能在台灣參與國際活動的

空間上有突破性的活路模式（暫行架構）。5.擴張兩岸文化與教育的交流。相關報導可見 95.5.9

中央日報第一版及 95.5.10 中央日報第二版。 

3 陳總統就職以來的立場，即以「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為大陸政策的原則，並於 2004

年 2 月 3日，發表「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的重大宣言；嗣五二○就職演說中提出以「和平與發

展」為主軸的兩岸政策方向；再於雙十國慶文告之中，更進一步揭示兩岸和平對話的基礎，以

及具體可行的政策項目。相關資料請見總統府網頁：

http://www.president.gov.tw/1_president/achieve/subject01.html 

4 上述調查請參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大陸政策與情勢項下的「大陸政策與民意」欄所定期公佈

「我民眾對於國家定位的民意調查」數據。另外，海基會在反分裂法制訂一週年所做的民調為

例，選擇獨立者有 33%，維持現狀者有 26%，統一者有 22%（）；而民進黨在 95年所做的民調，

選擇獨立者有 50%，維持現狀者有 13%，統一者有 29%。由此可見，雖不同的單位在不同時期

所做的統獨民調，數字雖有高低起伏的不同，但是民意當中統、獨兩方仍各自擁有不少比例的

支持者，並未有一方形成壓倒性的多數。相關資料請見 95.3.9 自由時報第三版及 95.3.14 自

由時報 A4 版。 



 4

雖有不同的位置，筆者試將渠區分為三類，其中，較傾向統一立場者，傾向與中

共「共享主權」、維持「中華民國」符號，透過「九二共識」、「一中各表」來建

構與大陸之間的關係，並認為兩岸文教交流可以達到異中求同的效果，台灣可以

充分利用大陸的豐沛資源，而台灣發展經驗則可提供中國大陸的民主架構的參

考，俟大陸民主發展完成後，兩岸便有統一的契機。渠等認為兩岸交流應可化解

對方的敵意，達致兩岸「和平」。 

  至於強調台灣主權者，較傾向獨立態度，不願意承認兩岸之間存在有「九二

共識」或者「一中各表」的概念，兩岸定位應視為「特殊國與國」關係5或者「一

邊一國」，6而「中華民國」只是目前的國家符號，未來透過民主程序可改變國號，

文教交流單純只是增加兩岸文教人士的認識，經長久交流後，中共的獨裁專制以

及封閉社會現象，自然可消滅台灣民眾對於大陸政權不切實際的幻想。若能獨立

於中國大陸，則台灣民眾可享有更大程度的「自由」（以上兩組對立的概念請見

表 4-1）。 

表 4-1：兩岸關係立場比較表 

 統一立場者 獨立立場者 

國家定位 中華民國 台灣（台灣目前為中華民國）

兩岸定位 一中各表，九二共識 特殊國與國關係、一邊一國

                                                 

5 李登輝前總統民國 88年 7 月 9 日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就「北京視台灣為叛離的一省」

提問時表示，兩岸關係的定位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詳見陸委會網頁：

http://www.mac.gov.tw/big5/rpir/2nda_2.htm） 

6 2002年 8 月 3 日，陳水扁總統在世台會年會致詞時表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台灣跟

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詳見聯合報網頁：

http://issue.udn.com/FOCUSNEWS/TWOSID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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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取向 自由 和平 

交流目標 化異求同 增加了解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在 2000年政黨輪替之前，國民黨政府採取的是統一的立場，因此，抱持兩

種立場的非營利組織對政府會採取不同的互動模式，目標為統一立場（或中立立

場）者，遵守法令規範的效用較高，而目標是獨立立場者，則遵守法令規範的效

用較低。而在 2000年政黨輪替之後，同樣是獨立立場或中立立場者，會願意遵

守法令規範，而立場是統一者，則會與法令產生扞格，這與新政府上台之後政務

官與事務官因理念不同而造成的衝突7情形如出一轍。 

筆者由觀察事件 20-1當中發現，本案例中，認同民進黨大陸政策之非營利

組織承辦人員在設計活動時，在民進黨政府希望讓大陸人士了解台灣的政策目標

下，樂於安排大陸人士參訪充滿濃厚的台灣意識之單位，包括民進黨黨部、財團

法人吳三連台灣史料基金會（該基金會蒐集許多台灣獨立以及國民政府所禁之相

                                                 
7 舉例而言，行政院前副院長張俊雄在八掌溪事件之後，在一個公開場合痛批「官僚心態麻木不

仁」是造成八掌溪事件最主要的原因（聯合報 8/13/2000，版四）；民進黨前立委沈富雄，面

對經建會人力處長劉玉蘭反對民進黨版的國民年金案一事，批劉「充分曝露舊官僚心態，對新

政府嚴重傷害」（聯合報 9/1/2000，版四）；而面對國安基金對股市介入無效，民進黨前秘書

長吳乃仁也直批「新政府用舊官僚，像請鬼拿藥單」（聯合報 8/7/2000，版四）；無獨有偶地，

前交通部長葉菊蘭，也因為一句台鐵「老大的舊官僚」，而引發台鐵內部不小爭議，差點釀成

台鐵的罷駛事件（聯合報 10/27/2000，版五）。當然，高級文官似乎也不甘示弱，經建會副主

委李高朝就曾直言批評新政府：「不聽取專家的專案堅持會失去民心，而說出『舊官僚』這種

話的人，是最沒有政治智慧的人」（聯合報 10/21/2000，版四）；而經濟部能源會執行秘書陳

昭義，公開承認與林信義部長「想的有一點不同」，且因著核四的爭議，請辭執行秘書一職（聯

合報 01/16/2001，第 6版），更激烈的還有，前經濟部水資局局長徐享昆，在接到職務調動的

通知時，不但辭去其職務，還積極投入 2001年底大選國民黨苗栗縣長選舉提名的競爭；教育

部政務次長范巽綠與事務次長林昭賢之間，更因為景文案在媒體上爆發言詞衝突，最後以次長

林昭賢下臺收場。以上資料轉引自陳敦源，2002，民主與官僚，台北：韋伯出版社，頁 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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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獻史料）以及本土特色濃厚的鎮瀾宮等，相對地，筆者觀察到其他認同國民

黨大陸政策之非營利組織將會對此類安排有微詞，可見若非營利組織的兩岸關係

定位與政府相同，會增加非營利組織配合政府政策目標的效用。 

（二）組織的商業目標因素影響非營利組織遵守法令規範的效用 

有些非營利組織的組織目標，原便設定有商業的性質。例如出版公會、演藝

工會等等，這些組織雖然肩負文教交流的使命，但是組織所考慮的更是如何協助

台灣出版業者或演藝人員在兩岸文教交流之中獲得更大的商業利益，這種商業目

的，會使得組織在某些時候對交流的政策目標視而不見，違反相關文教交流法令。 

舉例而言，某一非營利組織在辦理出版研討會前，本會已就相關文獻進行審

閱，除將具政治敏感的文字進行修正外，亦秉持對等原則將雙方交流非營利組織

之全名登出，惟研討會前，該組織將組織名中所冠之「中華民國」字樣，自行由

文件中刪除，僅僅保留大陸非營利組織所冠「中國」字樣，經詢該組織表示，之

所以有此自我矮化的動作，係為避免大陸來台交流人士不悅，因而影響日後雙方

商業交易之順利（觀察事件 19-1），由此可知，若文教交流團體本身具有商業目

標，要求其維持國家尊嚴，遵守交流規範，會使其降低辦理活動的效用。 

（三）雙方政府無法溝通的結構降低政府有效執行法令規範的機率 

由於兩岸政府迫於政治因素，目前雙方無法直接溝通，因此所有資訊均透過

民間予以傳遞，互動也止於民間層次。在兩岸文教交流上亦復如此，負責交流互

動的非營利組織，其背後的管理者-雙方政府，並無法了解對方實際的目的，所

有的資訊均需要依賴非營利組織於中間傳話，這種結構使得非營利組織得以藉由

資訊落差從中爭取組織的利益。由實際發生過的活動經驗來看，非營利組織在辦

理活動時，在兩岸政府無法溝通的情況下，非營利組織可透過隱瞞或迴避的方

式，爭取組織在承辦活動時的利益，例如：提供政府該組織承辦活動效果極佳的

評估資訊，誤導政府的評估，藉此爭取更多的政府資源。陸委會曾經試圖要求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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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活動的承辦同仁對每一件交流活動撰寫活動評估報告，惟因兩岸政府間資訊的

隔絕因素，並無法有效對交流活動對大陸人士所造成的實際影響進行評估，後雖

試圖透過意見回饋表以及直接與大陸人士聯繫來獲得更深入的資訊，惟均因效果

不佳而作罷（觀察事件 10-2）。總之，非營利組織在兩岸政府無法溝通的狀態下，

評估政府能有效管理的可能性低，基於資訊落差可能產生的組織利益，遵守法令

規範的可能性較低。 

（四）交流活動勞務性質降低政府有效執行法令規範的機率 

由於交流活動的勞務特性，使得政府的行政人員並不容易訂定鉅細靡遺的活

動契約，也無法很確實地隨時可以觀察到承辦活動之單位是否忠實執行政府所委

託的活動契約，例如：某一基金會便表示，由於政府的委託契約當中並未明定不

得將部分活動轉包旅行社，因此轉包行為政府不應予以限制，而政府承辦人為達

監督效果，雖參與部分活動，惟因活動的勞務特性所致，並無法立即發現該活動

已有轉包的現象存在，致使交流活動違反了政府的委外規定（觀察事件 3-1,3-2）。

又例如：某一學校辦理藝術類交流活動，由於該交流活動的專業勞務性質更強，

使得活動內容不易評價，致使政府難以管制其經費的使用（觀察事件 5-2）。在這

種勞務性質的活動中，非營利組織就可以透過無法有效監督的狀況，藉由辦理活

動來爭取自身的利益。 

其中，組織若擁有特殊的專業特性，將使得上述勞務特性更為明顯，舉例而

言，某學院在辦理活動之時，原已將規劃之計劃與預算送主辦單位及會計單位核

定，並開始執行，惟由於活動性質為藝術方面交流，包括美術器材的購置、展覽

的設計等等項目，核准與否均超出政府行政人員之專業審核能力，因此該學院便

透過該活動的舉辦，獲得較其他文教交流活動更高的經費（觀察事件 6-1）。因此，

文教交流活動的勞務性質，會降低政府有效執行法令規範的機率，自然使非營利

組織遵守法令規範的期望值降低。 

（五）政府的管理能力影響模式發生的主觀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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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以資源「誘導」非營利組織，政府尚有強制力可「威脅」渠等遵守規範，

規範兩岸文教交流事務的相關法令，這些違法情況均須由國安單位加以審核監

督，但行政人力的不足導致管理出現瑕疵，以大陸人士的入境審核為例，業務是

由內政部入出境管理局第七組負責，該組編制人員共廿八名，負責大陸人士來台

專業交流業務僅有十名人員，8每個月卻要負責大陸人士來台上萬人次的審核，

而每月逾百民間團體進行交流活動，國安單位（國安局、陸委會、調查局、境管

局、警局）隨時監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法令規範的違法態樣又五花八門，因

此兩岸文教交流事務的管制遠遠超過目前政府行政能量所能負荷，因而對於各項

交流活動產生的違規行為，政府的承辦人員無法及時掌握（觀察事件 1-1），即便

是交流活動後的回溯評估工作，承辦人員亦無法負擔（觀察事件 10-1），對於較

複雜的文教交流活動設計，例如針對學生所辦理的「接待家庭」設計，亦因人力

的不足而有監督上的困難（觀察事件 4-4）。因此，行政人員在面對可用資源少而

管理事項增多的狀況下，難免產生選擇性執法的狀況，例如：在大陸人士在台交

流時，情治人員考量人力的不足，通常無法進行全程面對面的監督，只能透過電

話追蹤的方式辦理，而電話追蹤的重點則為脫隊與否、是否依照行程規劃進行，

對於實際活動所能達到的效果，便不是渠等關心的重點（觀察事件 14-2）。這些

行政管理能力不足的狀況，隨著近年來活動交流的增加更形嚴重，也因此政府越

來越難掌握交流活動的效果，而非營利組織在評估政府有效監督的可能性低時，

渠等可由辦理活動過程來獲得組織的利益，遵守法令規範的期望值便會降低。 

 

二、影響非營利組織爭取政府財源挹注之因素 

（一）非營利組織的財源影響爭取政府財源挹注的效用 

若組織本身的財務狀況佳，可規劃組織所欲辦理的活動，不需要爭取政府的

                                                 
8 有關國安單位之員額編制是國家機密，因此無法透過詢問取得明確數據。以上境管局編制人員

數量之資訊，亦是筆者透過私人關係詢問所得，並非由官方公文書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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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源挹注，辦理活動的自主性大幅提高，因此，政府挹注財務資源，提高非營利

組織效用值的範圍有限。舉例來說，某個由國內企業經營人所組成的基金會在辦

理活動之時，因活動的辦理方式不符合銷規定致使經費無法核銷撥付，該基金會

竟然大方地表示，若經費無法核銷，該基金會將自行吸收無法核銷之費用（觀察

事件 3-5）。另外，該組織在辦理另一次交流活動之時，規劃在經圓山飯店的中山

北路上沿路掛設宣傳旗幟，並透過電子媒體傳播該活動訊息，惟因經費可觀，政

府並未補助該項經費，最後，該組織仍由理監事幹部籌錢支應該筆宣傳經費（觀

察事件 8-2）。由上兩案例可見，若該組織財源豐沛，政府的經費挹注多寡，便顯

得不是如此重要。 

更甚者，若大陸方面提供組織所需財務，非營利組織甚至會被大陸方面所吸

附（觀察事件 13-3）。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非營利組織挹注經費，對其產生的

效用更低。 

（二）爭取經費所需要的行政成本影響其爭取政府財源挹注的效用 

    通常爭取政府的經費挹注，都必須要先行撰寫活動企劃書予政府審核，政

府會根據活動的內容、活動性質、參加人員重要性、參加活動人數、交通規劃、

住宿品質等來斟酌補助經費的額度。爭取政府補助部份經費的活動，行政程序較

為簡便，政府的審計程序也較為寬鬆，核銷經費多僅需填寫該非營利組織的收據

即可向政府支領補助款，原始憑證留在非營利組織內部，供審計部隨時抽查即

可。但是，若非營利組織要爭取的是政府的委辦經費，則必須經過更嚴格的審查

以及會計程序。在審查方面，政府採購法通過之前，政府委辦活動可自行指定非

營利組織來規劃活動，政府根據所需要的計畫構想來對該方案進行審核，此一程

序已嫌煩雜，但政府採購法通過之後，非營利組織欲爭取政府委辦活動，必須經

過更繁瑣的評比、議價程序，需要準備的文件更加複雜，並且甄選評比的過程亦

將耗費許多行政成本，在得標之後，非營利組織尚需將所有的原始憑證交由政府

會計人員審查。因此，相較於補助款的爭取，委辦案件的爭取所需耗費的行政成

本更高，非營利組織在面對如此高的行政成本時，若非渠有信心對於標得政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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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案勢在必得，高昂的行政成本通常會阻卻非營利組織爭取政府挹注經費行為的

效用。筆者便觀察發現，因為政府會計制度過於僵化，例如講師費均僅能以同一

額度編列，若欲邀請較具有知名度之講師，如石滋宜、唐湘龍等，便須由非營利

組織由組織內部自行貼補經費，這樣的情況常會使非營利組織對辦理此類活動望

之卻步（觀察事件 4-3）。 

（三）政府的財政狀況影響政府挹注財源的機率 

  目前政府可透過「委託」或「補助」方式協助非營利組織辦理兩岸文教交流

活動。例如行政院便設立了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利用政府基金的孳息，來

規劃政府所欲推動的兩岸文教交流活動，嗣後再委託或補助民間執行活動。這些

預算並均有法規據以執行，9這些辦法，使得政府可以透過經費來控制非營利組

織的行為。 

  在交流資源的補助部份，若分析各部會近年來針對兩岸交流的補助預算的編

列，不難發現經費呈現逐年下降的趨勢（請見表 4-2），在政府經費不足的狀態下，

政府補助非營利組織經費的可能性便會降低。 

 

 

                                                 
9 相關的補助辦法包括：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補助辦理兩岸交流活動作業要點、中華發展基

金管理委員會補助大陸地區專業人士來臺講學及研究作業要點、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補助

學者專家赴大陸地區講學作業要點、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獎助大陸地區研究生來臺研究作

業要點、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獎助研究生赴大陸地區研究作業要點、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

員會獎助在大陸地區出版之臺灣地區著作作業要點、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獎助大陸地區人

士在臺灣地區出版學術著作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辦理兩岸（含港澳）學術教育交流活動實施

要點、行政院新聞局補助辦理兩岸新聞傳播交流活動注意事項、文化建設基金管理委員會補助

延聘大陸傑出文化藝術專業人士傳習辦法、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兩岸科技學術研討會作

業要點、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邀請大陸地區重要科技人士來台短期訪問作業要點、行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學者專家赴大地區從事短期科技研究作業要點、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

獎助海峽兩岸青年交流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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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行政院相關單位辦理兩岸文教交流業務預算彙整表 
                                                         單位：千元 

機關 年度 預算 

91 37528 

92 35950 

93 14097 

教育部 

94 15000 

92 24576 

93 23108 

文化建設委員會 

94 23176 

92 3883 

93 3883 

新聞局 

94 1239 

92 14175 

93 14000 

體育委員會 

94 14000 

91 50375 

92 43465 

93 40018 

中華發展基金管

理委員會 

94 39882 

資料來源：整理自立法院「中央政府總預（決）算資料庫與網路查訊系統」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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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該資料庫原則上僅收錄 92-94 年度預算資料，尚收錄部分單位 91 年度預算資料。 

2.行政院內辦理兩岸文教交流業務之單位尚包括國家科學委員會以及青年輔導委員

會，惟上述兩單位並未將兩岸交流業務費用獨立為某一預算項目，故無法由預算表蒐

集到資訊。 

 

（四）組織的人力資源影響政府挹注財源的機率 

若非營利組織的人力充沛，則政府委託該單位辦理活動之機率較高。舉例

而言，筆者在規劃學生交流活動之時，發現同一種活動的辦理，某學會所送的計

劃書當中，經費規劃明顯低於其他組織所辦理之活動。經詢活動承辦人，渠表示

由於該學會與某學校系所可以分享資源，因為活動的人力資源可由學生義務負

擔，因此可以減少相當大的經費（觀察事件 6-1）。 

另外，另一個組織則於各校成立一個跨校的學生社團組織，該會辦理活動

全賴學生組織間的串連及組織，學生幹部均為義務職，因此辦理活動時可節省許

多經費（觀察事件 12-1）。由於政府委託活動之時，會以辦理活動的人力資源作

為考量因素之一，因此若非營利組織的人力資源充沛，政府委託或補助經費的機

率便會提高。 

 （五）組織的人際網絡影響政府挹注財源的機率 

若組織與政府人員有較好的人際網絡，便可透過私人網絡打通辦理活動的環

節，政府在某組織在辦理活動時，因所邀人士具官方身分，較為敏感，致入出境

管理局審核較為嚴格，由於該會理事長電致官方高層，遂同意該團人員之入境（觀

察事件 13-1）。另外，具有較好的人際網絡，向政府爭取到經費的機率便較其他

組織為高。舉例來說，某學會成員人脈關係良好，與國民黨、民進黨人士均有交

往，因此，辦理活動時可爭取到必要的經費（觀察事件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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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非營利組織效用之因素的分析 

一、遵守法令規範效用之因素的分析 

根據目前的規範，10非營利組織在進行文教交流活動時，必須顧及到的原則

有三，包括國家安全、國家尊嚴以及專業交流等三個層面。首先是國家安全，相

關規範例如：「邀請大陸地區專業人士來臺從事活動須知」中規定接待大陸人士

計畫（包括人員、行程）必須經過政府核定，參訪特殊地點（如國家科學園區、

生物園區）等，必須經過受訪單位同意，大陸人士來台後必須向警察局、境管局

等單位隨時通報等，在「民間團體赴大陸交流注意事項」中則規範不得洩漏國家

機密等。 

其次是國家尊嚴，「民間團體赴大陸交流注意事項」中規範著赴大陸交流時

必須顧及對等尊嚴的立場，不得參加大陸「全國性」活動，若遇矮化情況，必須

立即與對方交涉，另亦規範國號應如何稱呼以及不應稱呼對方官員的官銜等。「接

待大陸人士來臺交流注意事項」中則規定大陸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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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必須符合專業交流目的，「接待大陸人士來臺交流注意事項」當中明

確規範，大陸人士來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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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大陸人士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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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這些法規包括「法律」位階的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以及「行政規則」位階的大陸

地區專業人士來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接待大陸人士來臺交流注意事項、民間團體赴大陸

交流注意事項、邀請大陸地區專業人士來臺從事活動須知、大陸地區古物運入臺灣地區公開陳

列展覽許可辦法、各級學校與大陸地區學校締結聯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行為審查要點、大陸

地區出版品電影片錄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行銷售製作播映展覽

觀摩許可辦法、臺灣地區大眾傳播事業赴大陸地區採訪拍片製作節目管理辦法、大陸地區發行

之集郵票品在臺灣地區展覽申請作業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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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立即予以制止。此外，大陸人士來臺從事展演活動，在申請案未經核准前，不

得從事售票事宜等。 

但是，當非營利組織違反上述相關規範的效用很高時，非營利組織便會違反

相關規範，造成非營利組織與政府之間的衝突。由兩岸文教交流活動的實際經驗

來看，這些失序問題五花八門。11這些違常案例包括： 

1.受大陸統戰不予反應或迎合大陸方面的政治要求 

  首先，大陸方面會在交流活動進行中，設計我非營利組織被動配合其政治性

要求，若非營利組織未能適當反應，容易產生「矮化」的現象。這些狀況包括：

大陸方面要求我非營利組織刪除組織名稱或文件當中的「國立」、「中央」等字樣；

又如邀請我非營利組織參與其「全國性」活動，將我非營利組織視為其「地方代

表」，卻未能事先聲明；再如所邀大陸人士在台進行文化性質演講時，大肆發表

批評我政府之言論；或者來台參與活動時，脅迫我非營利組織將現場國旗移置。

凡此種種，均係利用非營利組織顧於人情，不願撕破臉的情況下，趁機進行政治

性的「矮化」行為。 

2.為組織自身利益產生的違常行為 

  目前大陸人士來台必須具備有專業人士的身分，並且由非營利組織向境管局

提出申請，來台行程必須全程進行專業交流活動，並且人數及時間均有規範。由

於此項規定的限制，使得大陸人士常感嘆「全世界都很容易去，台灣反而最不容

易來」。亦因此大陸人士常設法以「變通」的方式進入台灣，而我非營利組織常

                                                 
11 自由時報便曾列舉事實包括：1.藉邀請大陸地區人士來台參訪之時，從中操作，嚴重影響、扭

曲我大陸事務人民團體申請設立之動機與運作；2.以同一人申請設立多個民間團體模式進行操

作。3.「借牌」給他人邀請大陸人士來台、藉此牟利。4.不問成員專業背景，廣增宗旨及任務

目標、所附發起人名冊資料重複、濫用、冒用與作假，5.有關經費來源與年度業務計畫、預算

書及決算書欠缺有效監督。6.來台訪問的大陸團體假兩岸交流之名而行招商之實、或擅自脫

團、或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符之活動。相關資料請見 91.11.26 自由時報電子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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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自身的經濟利益，配合渠等要求。這些行為包括：邀請專業不符合之人士來

台；以不同非營利組織名義邀請數批大陸人士來台，之後再「併團」共同參訪；

不具邀訪資格之民間團體，向其他非營利組織「借牌」進行邀訪；或者配合大陸

人士要求，逕行變更為與專業活動不符之行程，甚至於脫隊自行活動。其甚者，

利用邀訪人士所展出的文化交流活動，從中賺取門票（展覽費）牟利。 

3.非營利組織活動能力不足導致的違常案例 

非營利組織或因法規的不熟悉，導致大陸人士來台逾期停留而未與處理或於

變更行程時未予報備；或因經驗不足致未能給予大陸人士保險，遭致意外時無法

給予大陸人士足夠協助；或因非營利組織人力物力不足，使得大陸人士無法得到

全程接待或者相當尊重。 

產生這些衝突的原因五花八門，但是經過筆者的參與觀察整理（詳見第四章

第二節），筆者將這些影響效用值的因素分為下面幾項，包括：1.非營利組織對

兩岸關係定位的看法。2.非營利組織本身是否具有商業目的等等。 

而為何這兩個因素會影響非營利組織的效用值呢?吾人試由理性選擇理論中

的公共財理論以及目標錯置的概念來加以分析。 

    首先，筆者使用「公共財」特質以及「外部性」概念，說明為何非營利組織

的商業價值會降低遵守法令規範的效用。 

  所謂純粹公共財如國防外交、清晰的空氣等，既非「對抗性財貨」（rivalrous 

good）也非「排他性財貨」（excludable goods）。對抗性財貨即指某一人消費的財

貨，其他人無法消費此財貨，「排他性財貨」即指此一財貨為某一個人所擁有，

因而具有所有權（ownership rights）。而公共財既無對抗性也無排他性，不論是

否支付，人人皆得享有政府所提供的服務，或接受政府的強迫徵稅（吳瓊恩，

2002:193）。 

  兩岸文教交流活動的辦理，若交流活動成效良好，則兩岸交流活動將產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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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利益，包括：兩岸和平、國家安全等效果。然而，辦理上述活動必須消耗個人

的成本，但卻因為效果可廣為一般民眾所受益，因此產生了兩岸文教交流的公共

財效果。 

  由於公共財會為「搭便車者」創造機會獲取其利益，但搭便車者卻拒絕為此

付出代價，同時私人廠商也不願意為提供公共財而投資（Olsen, 1965）。因此，

非營利組織提供績優的文教交流活動的效用值，會因為活動的「公共財」因素而

降低。 

  另外，兩岸文教交流也會產生「外部性」效果。所謂「外部性效果」指生產

者或者消費者的行為對不相干的第三者產生預期之外、非價格機能所能傳達的效

果。外部性有分正的外部性與負的外部性，前者指生產與消費過程中附帶產生社

會利益，後者則例如空氣污染與噪音，往往會產生過度生產，使產量超過最適量，

因為個人生產或消費此產品時，並無誘因使他考慮到他的行動將增加社會成本的

負擔（吳瓊恩，2001:193；張世賢、陳恆鈞，1997）。 

  因此，兩岸文教交流活動的辦理，若非營利組織主事者著眼於自身商業目

的，如希望建立大陸方面的人際網絡，或者在交流當中收取團費等經濟利益，則

該活動便可能因為該組織的自利動機，危害到公共利益，產生負面的外部性效

果。此時，由於非營利組織所獲得的利益是該組織獨享，而造成的社會成本卻是

由全民負擔，該組織違反法令規範的效用值便會提高。 

這些因公共財及外部性效果所造成的效用值變化，只能解釋組織的商業目的

何以造成非營利組織的效用值變化，並無法解釋兩岸定位認知造成非營利組織效

用變化的原因，因此，筆者採取「目標錯置」的概念來對其他的因素提出解釋。 

Merton（1952）所說的「目標錯置」（goals-displacement）情況，套用到本

研究中，可指非營利組織基於自己的認知，忽略了政府原先規劃兩岸文教交流的

政策目的，而將非營利組織自身所認知的價值作為活動的目標。例如：民進黨政

府原先辦理兩岸交流是為了傳遞我政府的民主價值，透過溝通使大陸民眾了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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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立場，而並不希望加速兩岸統一。然而在非營利組織所辦理的活動之中，渠

等卻可能以效用值較高的統一價值當作主要的交流目標，而忽略了政府的目標。 

由上述兩面向的分析，筆者將影響非營利組織辦理活動的效用值的因素區分

為兩類，第一是組織的認同因素，可以用目標錯置的概念予以解釋，其二是組織

的商業考量因素，則可使用公共財或外部性效果予以解釋。第一類因素如非營利

組織的兩岸關係定位，而第二類因素則如組織的商業目標。 

 

二、爭取政府經費挹注效用之因素的分析 

    理性的非營利組織，在組織自身財源不足的情況之下，會極力向外拓展它的

財源，政府的財源自然也是其所欲爭取的標的。此一行為模式，可以資源互賴理

論來加以解釋。資源互賴理論的前提是將組織視為一個開放系統，組織在一個不

確定的環境當中運作，沒有一個組織可以自給自足，也就是說，資源依賴理論將

組織視為包括組織本身內外共同利益團體的聯盟，並假設組織不能完全自給自

足，組織間必須相互建立連結關係以取得生存所需資源（趙琪，2001; Pfeffer & 

Salancik,1978）。 

因此，非營利組織本身的財源，影響了組織對於政府挹注經費與否的效用

值。當非營利組織本身財源不佳，為了維持組織的生命存續，理性的組織會選擇

爭取政府的經費挹注。此時，政府經費挹注對於非營利組織而言，效用較高。但

實值得注意的另一個因素是，若爭取政府經費挹注時，尚需負擔行政的成本，將

會造成非營利組織財務上的負擔，使得非營利組織爭取政府經費挹注行為的效用

降低；相反地，若政府能夠將非營利組織爭取經費挹注行為的行政成本降低，則

非營利組織爭取政府經費挹注行為的效用才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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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非營利組織主觀機率之因素的分析 

一、影響組織評估政府有效執行法令規範機率之因素的分析 

（一）政府無法溝通的結構降低政府有效執行法令機率的原因 

    兩岸文教交流當中，雙方政府無法進行溝通的這種特殊結構，造成公共選擇

理論當中的「代理人」問題，代理人理論的開創者 Jensen& Meckling（1976），

便透過形式化的模型分析說明，當公司組織由授薪的專業代理人來管理之時，他

會不顧公司的財務規模，恣意擴大行政費用，因為組織的良好財務績效只是有利

於組織擁有者（一般是董事長），未必能提升專業管理人（總經理）的利益，而

只有辦公室的華麗、雇用人員的人數，才能夠增進代理人的利益。若將代理人理

論應用到政府與非營利組織互動的案例中，非營利組織在政府無法有效的監督之

下，很可能會因為自己的政治（或經濟）目標，而與大陸非營利團體進行危及國

家利益（或與政府立場不符）的文教交流活動，輕者使政府無法經由正確的反饋

資訊，來評估非營利組織辦理活動的績效，重者則非營利組織可於兩岸政府當中

間刻意的誤傳或者隱瞞，影響國家利益。 

    由於這種特殊的互動結構所產生的代理人利益，會造成政府與非營利組織間

的資訊落差，使得非營利組織會做出政府無法有效執行法令規範的評估，而有動

機透過違反法令規定來謀求組織的利益。 

（二）勞務性質降低政府有效執行法令機率的原因 

  Bickers &Williams（2001:127-130）根據消費者對產品可以監督的程度，將

財貨分為四種： 

一、 購買前可以查驗的財貨（search goods），例如衣服和皮鞋等產品，可以在

購買前檢查產品的好壞。 

二、 使用後才知道好換的產品（experience goods），例如購買二手車，必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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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後才知道其好壞。這種貨物如果賣方沒有向買方作出某種保證，則賣

方有欺騙的動機。 

三、 使用後等待結果的產品（postexperience goods），這類產品的品質很難判

斷，例如癌症的醫療效果以及人們接受教育的價值，這些服務都很難判

斷其品質。 

四、 高度不確定性情境的產品，例如新聞或者評論節目的播送，消費者很難

去判斷該產品的真實性。    

  政府委託（或監督）非營利組織辦理兩岸文教交流活動，與委託一般公共工

程最大的不同，在於活動的辦理並沒有固定的資產特性，而多是無形的知識以及

勞務的供給。若根據 Bickers &Williams 的分類，這種勞務可視為第三種或第四

種產品，是無法有效進行真實性評估的產品。 

  根據交易成本理論，「資產特定性」（asset specificity）12能夠在交易成本經濟

中防止夥伴從事投機行為（Williamson, 1985, 1996），而形成一種「鎖進」

（locked-in）的狀態（Katz, 1989），而使得夥伴彼此間產生「相互抑制」（mutral 

forbrearance）的關係（Buckley & Casson, 1988）。反之，像前述的這種具高度勞

務性以及沒有固定資產的服務（產品），便可使得非營利組織在承包政府活動的

時候，透過壟斷的資訊來降低政府有效執行法令規範的機率。 

（三）政府管理能力不足降低政府有效執行法令機率的原因 

    在政府的管理能力不足以充分管理非營利組織的情況之下，個人也會透過資

訊的隱瞞來取得個人利益的極大化，根據公共選擇理論，受雇者可透過「扭曲的

溝通」（Habermas,1985），造成雇主的損失，產生「道德危機」（moral hazard）

                                                 
12 資產特定性可分為六種類型，包括：位置的特定性 （site specificity ）、實體資產的特定

性 （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人力資源的特定性 （human asset specificity）、專

屬性資產 （dedicated asset）、品牌資產 （brand name capital）、時間的特殊性 （temporal 

specificity） （Williamso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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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不適當選擇」（adverse selection）的效果（吳瓊恩，1996：283-284），若

吾人將政府視為交流活動的管理者或者雇主，而非營利組織可視為雇員或者被管

理者，則在政府的行政管理能力不足的情況下，非營利組織在政府委託案件的招

標議價機制下，可透過資源不對稱使政府做出「不適當選擇」。在政府管理非營

利組織時，非營利組織也可以刻意隱藏資訊，產生「道德危機」，使政府無法有

效管理。基於以上原因，政府管理能力的不足，非營利組織會評估政府有效執行

法令規範的機率會降低。 

 

二、影響非營利組織評估政府挹注經費機率之因素的分析 

由於理性的行為者會權衡其利害得失而做出理性的選擇，選擇對其有最大利

益的方案（蕭全政，1997：7）。因此，政府中成員會依其在政治中的特定稟賦，

而進行涉及資源汲取與利用的極大化及極佳化行為，以謀求生存及發展。其中所

謂「稟賦，一方面是指能為行為者所動員，以追求利益的各種資源；另一方面則

標示著行為者從事政治經濟活動所將面臨的機會與限制」（蕭全政，1988）。 

    在本研究當中，政府所具有的稟賦可展現在兩方面，其一便是政府所能夠動

員的本身的財源；其二，在機會方面，則是指所能應用以完成政府政策目標的非

營利組織資源。至於限制，則是指干擾政府完成政府政策目標的非營利組織因

素。理性的政府組織，會考慮到上述幾項因素來決定是否給予補助。 

    在政府的財政不佳時，自然渠願意提供非營利組織的經費挹注便較少。另外

一方面，為了能夠讓政府自身的政策目的得以實現，政府會選擇人力資源充沛的

非營利組織作為合作的對象。但是，在組織效率與私人網絡因素相衝突之時，理

性的政府會考量非營利組織給予的「限制」，捨棄效率而給予具有人際網絡的組

織一些財源補助，公共選擇理論當中的「競租」概念，便在闡述此一概念。因此，

政府財源充沛，或非營利組織的人力充足、人脈充沛，都會使政府挹注經費的機

率提高。



 21

第五節  選擇期望效用值最高的方案做為互動模式 

一、在遵守法令規範的面向上 
（一）效用值的評估 

   影響效用（U）的因素，便是非營利組織對方案的「偏好」，「偏好」是與生

俱來的、無法改變的，並且是可以排序的。而辦理兩岸文教交流的非營利組織的

「偏好」會顯示在組織成員的共同目標上，通常這些目標會有兩個面向，一是對

兩岸關係的未來定位偏向「統一」或「獨立」，另一則是對於交流性質偏向「文

教」或者「商業」。 

    因此本研究便根據這兩個因素來計算非營利組織選擇遵守（或不遵守）法令

規範的效用值，若非營利組織與政府兩岸定位相同，且與政府一樣排除活動的商

業目的，則該組織遵守法令規範的效用便以 2分來計算，不遵守法令的效用便以

0來計算。若非營利組織與政府兩岸定位及商業目的有其一相同，另一不同，則

該組織遵守（或不遵守）法令規範的效用便以 1分來計算。若非營利組織與政府

兩岸定位相異，且堅持活動應具有商業目的，則該組織遵守法令規範的效用便以

0來計算，不遵守法令規範的效用則以 2來計算。 

（二）主觀機率的計算 

    而供非營利組織選擇的各種模式中，何以某方案能夠排除其他方案而出線，

除效用較高以外，另則取決於非營利組織對於各種方案可行性的主觀機率（P）

來判斷，而主觀機率判斷則由幾個因素分析：1.兩岸政府是否可溝通；2.兩岸文

教交流事務是否具勞務特性；3.政府的行政管理能力充足與否。  

    以下舉例說明主觀機率的計算方式。 

    當：1.兩岸政府無法可溝通；2.兩岸文教交流事務具勞務特性；3.政府的行

政管理能力不充足時，則非營利組織評估政府有效執行法令規範的機率將較低。 

    其主觀機率的計算如下：當三個因素均存在時，遵守法令規範的主觀機率為

0，當存在二個因素時，則主觀機率為 1/3，當存在一個因素時，則主觀機率為

2/3，當存在 0個因素時，則主觀機率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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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望效用值的計算 

    期望效用值則將期望值以及主觀機率相乘，分析四個互動模式當中以何者期

望效用值最高，該方案便是非營利組織所會選取的最大期望效用方案。 

    以下舉例列出某種非營利組織的情境予以說明其選擇互動模式的過程。 

    某一非營利組織是以拓展出版市場為目標，但認同民進黨目前偏向「獨立」

的兩岸政策。另方面，若此時兩岸無法溝通、交流活動都是勞務性質、政府的行

政管理能力充足，則這個組織對是否遵守法令規範的期望效用計算方式為： 

                  遵守法令規範：1*1/3=1/3 

                  不遵守法令規範：1*2/3=2/3 

                  不遵守法令規範-遵守法令規範=2/3-1/3=1/3>0 

    在這種情況下，非營利組織會選擇「不遵守法令規範」作為較佳的互動模式。   

 

二、在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面向上 
（一）效用值的評估 

    非營利組織是否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效用，取決於該組織的財源是否充足，

若該組織的財源充足，則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效用為 0，不爭取經費挹注的效用

為 2，若該組織的財源中等，則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效用為 1，不爭取經費挹注

的效用也為 1，若該組織的財源不足，則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效用為 2，不爭取

經費挹注的效用為 0。 

    非營利組織是否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效用，另外取決於該組織爭取政府經費

挹注時的行政成本，若爭取經費的行政成本高，則不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效用為

2，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效用為 0，若成本中等，則不爭取（或爭取）政府經費

挹注的效用為 1，若成本低，則不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效用為 0，爭取政府經費

挹注的效用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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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觀機率的計算 

    影響非營利組織評估政府經費挹注的主觀機率判斷由三個因素組成：1.政府

財源不足；2.組織的人力資源不足；3.組織的人際網絡不充沛。  

    主觀機率的計算如下：當三個因素均存在時，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主觀機率

為 0，當存在二個因素時，則主觀機率為 1/3，當存在一個因素時，則主觀機率

為 2/3，當存在 0個因素時，則主觀機率為 1。 

（三）期望效用值的計算 

    以下舉例列出某種非營利組織的情境予以說明其選擇互動模式的過程。 

    某一非營利組織本身財源充足，且爭取經費的行政成本中等。而面對的條件

是，政府財源不足、組織本身的人力資源不足，但人際網絡頗佳，則這個組織對

是否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期望效用計算方式為： 

                  爭取政府經費挹注：1*1/3=1/3 

                  不爭取政府經費挹注：3*2/3=6/3 

              不爭取政府挹注-爭取政府挹注=6/3-1/3=5/3>0 

    在這種情況下，非營利組織會選擇「不爭取政府經費挹注」作為較佳的互動

模式。   

 

三、非營利組織選擇與政府互動的模式 
    如上所述，非營利組織與政府互動的模式是由兩個面向所組成，當非營利組

織ㄧ方面遵守法令規範，另一方面爭取政府的經費挹注，則該組織便是選擇了合

作互動模式。當非營利組織雖不遵守法令規範，但卻爭取了政府的經費挹注，則

該組織便是選擇了吸納的互動模式。當非營利組織在遵守法令規範下，卻不願意

爭取政府的經費挹注，則該組織便是選擇了互補的互動模式。當非營利組織ㄧ方

面不願意遵守法令規範，另一方面亦不願意爭取政府的經費挹注，則該組織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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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了疏離的互動模式。 

    以下舉例說明： 

    某一非營利組織是以拓展出版市場為目標，但認同民進黨目前偏向「獨立」

的兩岸政策。而此時兩岸無法溝通、交流活動都是勞務性質、政府的行政管理能

力充足，並且組織本身財源充足，爭取補助的行政成本中等，人力資源不足，但

人際網絡頗佳，在面臨政府財源不足的情況下，組織的效用計算： 

   1.不遵守法令規範效用值-遵守法令規範效用值=1/3>0 

   2.不爭取政府經費挹注效用值-爭取政府經費挹注效用值：5/3>0 

   3.不爭取政府經費挹注+不配合法令規範=疏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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