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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大陸人士來臺進行專業交流活動，除了專業主

題的座談研討外，目的在將臺灣最有特色的經驗及

相關發展情形，介紹給來臺的大陸人士瞭解，讓他

們能深刻體認到臺灣的自由與多元。因此在行程安

排上需要特別用心規劃，選擇安排與主題相契合的

單位或景點，展現臺灣的發展經驗；在陪團過程

中，並主動向大陸人士說明臺灣的政治、經濟、社

會發展狀況，及深具特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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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規劃

1. 邀請單位應先瞭解擬邀請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背景。

2. 詳實訂定活動計畫及行程。

3. 連繫並徵得擬拜會、參觀單位及學校之同意。

(二)申請大陸人士來臺手續

1. 於活動預定期程2個月前，依規定備具申請表格(含：入

出境許可證申請書、保證書、活動計畫及行程表等，詳

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應備

具之申請文件表）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以下

簡稱境管局）提出申請。

2. 送件後應與境管局承辦人員保持密切聯繫，隨時掌握審

查進度。

3. 經境管局審查許可，領取核准文件及入出境許可證後，

將影印本寄送大陸受邀單位或人員，以便辦理大陸之審

批手續。大陸各地審批作業時程不一，應掌握時效。

辦理邀訪活動作業流程



(三) 許可後確認相關事項

1. 經核定之主要專業活動不得變更，

惟最後確認之日程表及來臺人員

名單，如與原申請日程、名單不

同時，應於入境 3 日前，併同原

核定行程表及確認行程表，送主

管機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備查。活動應注意以整團入境，

且整團方式進行所有行程，不宜

分團。活動取消時亦應通報。

2. 再次電話確認或正式行文予擬拜會、參觀單位及學校，

請其協助配合相關事項。

(四)後續事宜

1. 應於活動結束後1個月內，提出活動報告(含來臺參訪大

陸地區專業人士對臺看法及邀請單位對來臺參訪大陸地

區專業人士之意見）送境管局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備查。

2. 活動後應瞭解來訪大陸

人士之具體反應，並進

行檢討以作為下次活動

規劃辦理之參考。

3. 建議與受邀大陸團體或

人士繼續保持連繫，增

進兩岸間的信賴與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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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瞰臺灣風貌（郝振泰攝）

▲ 2005 兩岸大學生研習營活動



(一)行程安排要點

1. 主題交流方面，可依據來訪團體的專業主題領域，安排

參訪特殊專業學術單位，一般文教活動則可視活動行

程，於北、中、南、東選擇2至3個專業學術單位進行拜

訪並研討座談，使學術交流的範圍更具深度與多樣性。

行程安排亦可結合各地民俗慶典活動，使交流活動更具

特色及多元化。

2. 為同時兼顧臺灣政治、經濟、社會多面向的發展及自然

人文景觀的介紹，可參酌活動時間，於各地挑選景點及

參訪單位來相互搭配，以不重複相同的特色為原則。

3. 活動中儘量以多交流、多互動為原則，讓團員自然地感

受臺灣多元化、開放的社會風氣。

(二)安排具臺灣特色之行程

臺灣社會歷經制度改革以及工商業轉型，除了呈現出民

主、自由、開放的發展成果外，更形塑出具不同生活風格的地

方文化特色。因此在安排參訪行程時，可適時讓來訪的大陸人

士親身體會臺灣民主自由的社會，及各地運用自然空間，結合

創意所展現特有的生活風貌。

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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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發展經驗

(1)秩序之美

臺灣自1968 年起，即實

施9年國民義務教育，為國家

的發展提供了高素質的人力。

近年來政府更積極推動教育改

革，包括健全國民教育、追求高等教育卓越發展與教師進修制

度等，以建構現代化教育體制，全面提升國民素質。大陸人士

經常讚嘆的即是臺灣民眾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守秩序、有禮

貌、遵守交通規則的表現。

建議：讓團員搭乘淡水捷運線，體驗臺灣人民在各車站

搭乘電車時均依序排隊，搭乘手扶梯時則自動靠右站立

守秩序的情形（惟如遇尖峰時刻人潮擁擠，需特別注意

安全）。或是在參訪行程中的各旅遊景點、文化館所等

公共場合，均可實際觀察到民眾自動排隊買票的情形。

(2)便民服務

臺灣政府公務人員是為民服務的公僕，不是權威的象徵。

各級政府工作更是以化繁為簡，提供更便民、更創新、更有效

率的全能政府服務為目標。特別是市政、戶政等單位，均以快

速、便捷的親切服務，標準、一貫的處理流程來服務一般民

眾。另外，臺灣各地的便利超商可以繳納水、電、瓦斯等費

用，亦可寄信、繳罰款、洗相片等，這些商店服務的設立除提

高政府效率，更方便民眾。

建議：可適時安排參訪當地民政或地政事務單位，藉由

地方的民政或地政管理及服務品質，瞭解臺灣的民主政

治發展及地方治理經驗。

臺北東區金融大樓（葉銘源攝）▲



(3)浴火鳳凰(921重建工程)

921大地震，重創臺灣的人民與土地，為了醫治創傷，臺

灣特有的「大地醫治隊伍」成軍，在重建區內，本著從源頭救

起的觀念，以生態工法整治崩塌地及土石流，並雇用在地人一

起為大地療傷止痛，形成一個感人的社會運動與集體治療過

程。分布在臺中縣、南投縣、嘉義縣等地震山區居民，在整治

過程中，不再跟山搶地、不再跟河川爭地，而是用心、用手、

用愛填補一個個大地裂縫，重新改造臺灣山林。而重建區的新

校園與社區資源整合與分享的新辦校模式，不僅結合生態環境

及建築，更從了解自身校園地域、文化、歷史、生態等特色，

創造出完全不同且多樣的校園環境，以達永續發展的目的。

建議：造訪集集小鎮，參觀921地震史料館，瞭解各地

受創與復建情況，以及經過修復後活化再利用的南庄舊

郵局、臺中放送局、彰化福興穀倉等；參訪桃米生態

村，瞭解其在歷經九二一大地震的考驗後，一步步重建

為生態村的過程。或是安排參觀南投民和國小、臺中清

水國小、臺中爽文國中等，瞭解重建區的學校，在不同

的環境與生態體系

空間結構所發展出

獨特的新校園。

過坑協力造屋工作隊幫忙

村民蓋房子（郝振泰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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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地社區總體營造

社區總體營造是由文化層面

切入，整合地方政府行政體系與

社區資源，凝聚社區民眾意識，

鼓勵民眾參與公共事務，以促進

區域人、文、地、景、產永續發

展，建立地方文化特色，展現地

方活力，促成社區永續經營。

(5)志工服務

志工的興起，是社會發達與成熟至一

定程度後必然興盛的一種自主、利他的社

會力量，在臺灣地區，志工的發展可謂蓬

勃而富有朝氣，無論是在慈善、社會、文

教等各面向，經常有令人感動、欽佩的事

蹟傳出，為社會的精神發展及人性的光明

面，做出最佳的詮釋及註解，堪稱為臺灣

社會發展極具意義的典型。

澎湖石滬景觀（齊柏林攝）

建議：考察桃園縣大溪鎮、新竹縣橫山鄉、高雄縣大社鄉、屏東

縣內埔鄉、潮州鎮、花蓮縣玉里鎮、澎湖縣西嶼鄉、嘉義縣新港

鄉、雲林縣褒忠鄉及臺東縣成功鎮等地的展演設施和其所推展的

各項藝文活動。臺北縣黃金博物園區、宜蘭白米木屐文化館、新

竹影像博物館、澎湖吉貝石滬文化館、高雄市前清打狗英國領事

館等，都是不錯的選擇。

▲

▲ 志工居家服務（張素卿攝）



建議：可安排團員到各縣市政府、文教機構、地方法

院、醫院、育幼養老院等機構，如：故宮博物院、陽光

社會福利基金會、一日志工協會、慈濟醫院及基金會

等，實地了解志工服務的現況。或安排與各校社區服

務、敬老慈幼、法律諮詢、山地醫療等社團負責人進行

對話或實地考察社團活動進行方式。

(6)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是

源自創意或文化累

積，透過智慧財產

的形成運用，具

有創造財富與就

業機會的潛力，

並促進整體生活

環境提昇的新興產

業。文化創意產業的

發展是跨領域的，必須

結合地方文化及人才，也

須政府等方面的協助，其

策略是多方的，是一個意

識型態、一段故事、一個獨特的設計、一種情緒、一種生活方

式，現在的消費者在購買物品時，不僅是追求其功能性，有些

還從商品中尋找故事、尋找回憶與兒時美夢。

▲ 南投水里蛇窯的陶藝製作

(葉銘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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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安排至24小時不打烊的誠品書店參觀，特別是在

晚上9點以後。誠品從一家傳統藝術人文專門書店，到

現在遍布全臺近50家分店的連鎖規模，除了推廣靜態的

閱讀外，也舉辦多元的文化活動，包括講座、表演及展

覽等。或是參訪琉園、琉璃工房、鶯歌陶瓷博物館、虎

尾霹靂布袋戲全製作中心等，瞭解其如何將傳統藝術結

合創新觀念或行銷方法，打造出新的產業生命。

(7)媒體發展

臺灣自1988年解除報禁，開啟了臺灣傳播媒體改革開放的

時代，至2003年核准登記的報紙家數超過600家；廣播電臺增

加了140餘家不同類型的電臺；有線電視更是呈現百家爭鳴的

情形。在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民主自由的環境下，使得傳播

媒體生態有高度自由與多樣的發展，這些均足以介紹給大陸新

聞媒體人士及一般民眾瞭解。

建議：安排參訪幾家立場各異的主流媒體，體驗臺灣多

元、自由的媒體環境，並感受媒體言論自由充分受到保

障的情形。或可於行程中每日提供幾份不同的報紙給團

員，實際瞭解臺灣社會對媒體報導的尊重度。

十三行遺址博物館（郝振泰攝）▲



(8)宗教信仰

在文化與歷史方面，臺灣不只是承繼了大量的中華文化，

更兼容了閩南、客家、原住民的精神與文化，加上早年日本、

荷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外來勢力的影響，多少為臺灣文化抹

上一筆難忘的色彩。也因此無論在宗教信仰、建築、語言、生

活習慣及飲食風味上，處處展現繽紛榮景。我國憲法保障人民

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佛、道、基督、天主教等都十分興盛，一

般民間的信仰融合佛道，一年一度的搶孤、放天燈、燒王船、

媽祖遶境等民俗活動，都吸引成千上萬的民眾參與。

建議：可參訪以宗教學術為主的法鼓山或以救濟為重點

的慈濟功德會，凸顯臺灣宗教團體參與社會公益與社會

關懷之優勢；艋舺龍山寺、北港朝天宮、大甲鎮瀾宮等

亦是值得推薦的「宗教之旅」，可讓大陸人士深刻感受

臺灣民俗文化的多元性和宗教自由的渲染力和張力。

▲屏東東港王船祭（謝國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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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環境保護

保護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是全球趨勢，也是為後代

子孫留下淨土的良心工作。為有效提升環境品質，環保署於

1998年完成了「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之訂定，做為我短中長程

環保依據；並於2002年協助地方政府完成「縣(市)環境保護計

畫」。

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國人對環境保護意識提升，環境品

質的要求日益殷切，亦願意配合政府相關措施。以1997年臺北

市的「垃圾不落地」政策為例：以前要倒垃圾，只要在任何時

間將垃圾棄置在街頭集中點就可以，現在人們必需在固定時間

提著垃圾到街頭等垃圾車。

建議：參觀農委會所屬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政府在1992年於南投縣集集鎮成立該中心，進行本土生

物資源調查及珍稀物種復育工作，並推動鄉土生態教

育。另外亦可安排拜會臺灣的一些重要環保團體如荒野

保護協會、臺灣環境資源協會或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等，瞭解臺灣民間推動自然保育和環境保護的努力，以

增進兩岸人士對環境保護觀念的重視。

臺灣保育鳥類-高蹺行鳥

(葉銘源攝)

▲



(10)社會福利與救濟

目前我國的社會福利業務，可分為社會保險、福利服務、

社會救助、國民就業以及醫療保健5大項。其中，3大社會保險

──保障就醫、就業及老年經濟安全的全民健保、失業保險及

國民年金保險，是現代福利社會最重要的支柱。一般而言，各

地方政府辦理的社會福利與救濟，主要為照顧經濟的、生理

的、心理的、性別的社會弱勢族群，包括中低收入戶、老年、

兒童、青少年、身心障礙者、婦女的福利需求。

建議：考察宜蘭縣推動福利社區化的兩個社區：蘇澳白

米、宜蘭市梅洲，前者以學校、機構、醫院為推展中

心，後者以社區發展協會為推展中心。也可考察由門諾

林森松柏中心推動的「送餐到府」服務的運作情況，目

前每天有300多人獲得服務。或參觀彰化縣北斗鎮「微

笑農場」，它是個提供精神障礙者自力更生的庇護農

場。

▲伊甸福利基金會義工教導殘胞

洗車技能（黃仲新攝） ▲世界展望會舉辦「飢餓三十」

街頭義賣（郝振泰攝）



15

(11)農業改革與發展

臺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為因應農產品市場供需條件的改

變，農業生產結構有明顯的調整，並且朝向高附加價值的精緻

農業發展。近年在政府輔導與協助設立的休閒農業，更是新興

的經營方式，利用農村當地的自然景觀、自然生態及鄉土文化

等環境資源，結合農林漁牧生產活動與休閒服務業經營的理

念，發揚農業文化的魅力，帶動農村經濟繁榮。對照大陸城鄉

發展差距明顯，臺灣農村發展與城市的差距不大，往往成為大

陸人士來臺感受最深刻的印象。

建議參訪的行程例如：

甲.苗栗農業休閒之旅：

苗栗縣農業改良農場獲選為教育部自然教育中心之一，

結合了農村生活、產業發展、植物昆蟲等10大農業展示

區，已成為苗栗地區觀光休閒農業的重要景點之一。或

可安排華陶窯的「花」(原生植物)、「陶」(生活陶

藝)、「窯」(相思柴窯)、「景」(庭園建築)四大知性

之旅，園區內呈現臺灣不同的建築特色，也充分反應臺

灣多元文化融合的特性。



乙.南投草屯鎮農業休閒之旅：

由草屯沿著中潭公路，沿途經過水田、

荔枝園、玫瑰花田、草莓園等不同特色

的休閒農場，並可參觀仍保留埔里手工

造紙傳統技術的廣興紙寮，團員可動手

造紙，或製作成卡片、流砂箋、環保紙

袋等，作為寶島行的紀念作品。此外，

也可順道品嚐埔里酒鄉的紹興茶葉蛋、

紹興冰淇淋等養生小吃產品。

(12)科技發展

世界經濟論壇（WEF）發表的「2005-2006年全球競爭力

報告」中指出，臺灣在成長競爭力排名上，為全球第5名，領

先亞洲各國，其中科技領域表現優異，排名第3名，正可以說

明，臺灣面積雖小，但在世界的科技地圖上卻是一個不可忽視

的大國。由於臺灣擁有優異的科技人才及堅實的研發創新能

力，不論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發展及商業化等學術及

產業界不同科技研究層次上，均擁有一定的國際聲譽。其中中

研院、各大學的研究開發中心、科學園區等發展可為代表。

建議：除了專業行程參訪科學園區（需事先

申請）外，可安排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高

雄科學工藝館、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及科教

館、天文館等各類科學博物館，感受科技的

發展，也可逛逛資訊廣場、3C賣場等，領略

所謂「科技源自於人性」的現代性。

▲臺灣休閒農場

（鄭元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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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景點

(1)國家風景區及國家公園

福爾摩沙(美麗之島)，是16世紀葡萄牙人看到臺灣這片青

翠秀麗的島嶼所發出的讚嘆，臺灣蘊藏的自然資源和人文風貌

十分可觀。在自然資源方面，由於地層板塊運動不斷的進行，

造成臺灣複雜多變的地形地貌，高山、丘陵、平原、盆地、島

嶼、縱谷與海岸等景觀豐富；再加上北迴歸線恰好從中通過，

使臺灣同時擁有熱帶、亞熱帶、溫帶等各種自然生態，其中原

生特有種的比例相當高，在18,400多種野生動物中即佔20%以

上，如櫻花鉤吻鮭、臺灣獼猴、臺灣黑熊、藍腹鷴等，已使臺

灣成為世界保育的重地之一。



為維護優美的自然景觀與保護生態，目前已設置了6個國

家公園和11個國家風景區。國家公園分別是臺北市近郊以火山

地形著稱的「陽明山國家公園」、以臺灣特有魚種—櫻花鉤吻

鮭著稱的「雪霸國家公園」、峽谷氣勢磅礡的「太魯閣國家公

園」、東北亞最高的「玉山國家公園」、充滿海洋渡假氣息的

「墾丁國家公園」，還有以戰地文物地景著名的「金門國家公

園」。這六大國家公園蘊藏了美麗的

自然景觀與豐富的生態，深深

吸引人們探索與親臨。除了

國家公園，變化萬千的阿里

山日出和雲海，純淨的日

月潭湖光山色，以及離島的

澎湖與馬祖，都是充滿地方

特色的風景區。

野柳是大屯山脈北面

深入海中所形成的一個小小

長約2公里的半島，而野柳

▲

日月潭的湖光山色（葉銘源攝）

阿里山櫻花季（邱進雄攝）

▲

▲花蓮太魯閣高聳的峽谷景觀

（葉銘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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岬角上各種奇形怪狀的岩石散

佈，宛若一座天然的岩石雕刻

館。由於海水與風力的侵蝕，在

這裡可以看到蕈狀石、蜂窩石、

海蝕溝、燭臺石、豆腐岩等大自然奇景，其中「女王頭」是最具

代表性的景觀。

日月潭位於臺灣中央，四週群巒疊翠，湖光山色，氣象萬

千，充分呈現寶島之美，特別是清晨或近傍晚時分，薄霧漫布

湖面尤其迷人。湖邊的山地文化中心展示臺灣原住民（雅美、

阿美、泰雅、賽夏、鄒、布農、卑南、魯凱、排灣、伊達邵各

族）特有之建築、雕刻、編織、漁獵、農耕、生活用具等文

物。

玉山標高3,952公尺為東北亞

第一高峰（簡敏男攝）

▲

臺北石門老梅海岸石槽景觀

（林玉偉攝）

▲



阿里山以日出、雲海、晚霞、森林

與高山鐵路著稱，著名的阿里山日出，

隨著四季變化，觀賞的位置與時間有所不

同，以3、4月較佳；而阿里山雲海名列

臺灣八景之一，常出現於日出或薄暮

時，秋天為觀賞最佳季節。

(2)博物館

博物館總是把人們的情感與知識創新一一典藏起來。20世

紀初，威權體制下的公立博物館為臺灣記錄了消失的物種、原始

的部落生活﹔21世紀初，自由奔放的公、私立博物館、社區展示

館為臺灣珍藏走過的歷史記憶、多元的鄉土風貌與未來的夢想。

建議：依所到的城市選擇參觀別具特色的博物館：

甲.國立故宮博物院

名列世界5大博物館之

一的國立故宮博物

院，為收藏文物精華

的重鎮，是外國貴賓

及觀光客必訪之處。

所典藏的中華瑰寶，品

類繁多，包括銅器、玉器、陶瓷、漆器、珍玩、書

法、繪畫⋯⋯，近年來也展示壇城與佛教圖繪藝

術，通過深刻具體的圖像佈局建構，將玄秘的自然

之美、深邃的精神之美、以及儀軌的秩序之美予以

重新組合，展現出人生的永恆真理與終極意義。

▲阿里山的日出（謝國正攝）

▲國立故宮博物院（唐根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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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新竹市立玻璃工藝博物館

參觀位於新竹公園西北角麗池湖畔的新竹玻璃工藝博物

館，回顧「玻璃的歷史」、探索「玻璃的科技與文明生

活」、欣賞「玻璃的工藝之美」，讓訪賓一窺高溫烈焰下

的晶瑩世界—玻璃與生活、藝術、科技相結合的完整樣貌。

丙.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位於臺中的自然科學博物館

經常有不同主題的活動：例

如「南島風情」展品(主要

是介紹南太平洋族群的生活

習性等)，參觀「鳥瞰劇場」

(看宇宙、星球的起源)和

「環境劇場」(介紹雨林裡、

草原上的生態資訊)與觀賞

「太空劇場」(探索宇宙的奧

秘)。

丁.奇美博物館

奇美博物館位於臺南保安工業區奇美實業大樓內，以成

立「亞洲最大的綜合性博物館」自許，如今蒐羅各國文

物、藝術品1萬餘件，是一座頗負盛名的民間博物館。

陳展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王宮貴胄文物、樂器，歐洲文

藝復興以後的西洋繪畫、雕塑，以及各類動物標本，豐

富的館藏成就藝術寶庫之名，擁有極佳的評價﹔加以館

方投注的熱情不減，熱絡的解說、旺盛的教育活動，讓

參觀者享受一份豐盛的知識饗宴。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葉銘源攝）



(3)古蹟

古蹟是人類最珍貴的文化資產與歷史表徵，也是見證臺灣

3百餘年滄桑與興衰的縮影。經指定為國定古蹟、遺址的有臺

南市「赤崁樓」、「臺灣城殘蹟」 (安平古堡之殘蹟)、「二鯤

鯓石駮臺」(億載金城 )、「臺南孔子廟」、「祀典武廟」、「五

妃廟」、淡水「紅毛城」、澎湖縣馬公市「天后宮」、西嶼鄉

「西臺古堡」、鹿港「龍山寺」、基隆市「二沙灣石駮臺」(海門

天險)、新竹縣北埔鄉「金廣福公館」、彰化市「孔子廟」、嘉義

縣六腳鄉「王得祿墓」、高雄市左營區「鳳山縣舊城城郭」、金

門縣金城鎮「邱良功母節孝坊」、臺南市「大天后宮」(寧靖王

府邸)、清光緒元年所開闢的「八通關古道」、臺北市「圓山遺

址」、臺東市南王里「卑南遺址」、臺東縣長濱鄉「八仙洞」遺

址、澎湖縣西嶼鄉「東臺古堡」、臺北縣八里鄉「大坌坑遺址」

及臺北市「臺北府城」(東門、南門、小南門、北門)等。

文化資產反映先民的生活方式與態度，不僅具有歷史教育

意義，也是豐富生活內涵的資源，藉由參訪一級古蹟活動的陶

冶與情境融合，使人們具備本土關懷的情操，以及體認歷史文

化薪傳的重要性

，活動內容建議

以參訪「一府、

二鹿、三艋舺」

為主軸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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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臺南文化古蹟巡禮

建於西元16 5 3年的

「赤崁樓」(即荷蘭人所建的「普羅民遮城」)是臺南

市最著名的古蹟與精神象徵，歷經明鄭、清朝，以至

日據時期的變遷，迄今仍是一座風雅優美、層次豐富

的建築。除集5座傳統建築於一處的赤崁樓主樓外，

環繞的建物有臺南市最鮮明的標誌﹕文昌閣和海神

廟。登臨文昌閣，迴廊聽風，令人興起天地滄桑之

感，閣後方的荷式稜堡殘蹟是珍貴的歷史遺跡。而散

佈庭園中的各式碑碣、石馬、石駝、技勇石、造型逗

趣的小石獅和滿漢文並列的9座贔屭、御碑，猶如戶

外博物館，增美古蹟和史料的內涵。

乙.鹿港文化古蹟巡禮

鹿港龍山寺歷史悠久、規模宏大、各種雕刻精巧細

緻，可謂全臺灣最負盛名的寺廟之一。寺中除存有全

臺最大的古鐘外，廟中搭建的戲亭屋頂藻井可說是中

國建築精華的代表，吸引許多研究建築的中外人士到

此參觀。而其木雕、石雕、石刻龍柱皆雕工嚴謹、氣

韻生動，蘊含特殊的典故與寓意，值得仔細品味。此

外，天后宮、九曲巷、十宜樓和瑤林街紅磚道上的景

觀、藝品、古厝皆令人流連忘返。

▲臺南赤崁樓(郝振泰攝)



丙.臺北文化古蹟巡禮(艋舺線)﹕

瞭解目前繁華的臺北府城是如何建立的，用鏡頭再次捕

捉先民胼手胝足的史蹟文物。巡禮路線﹕剝皮寮、青草

巷、龍山寺、華西街、育嬰堂、青山宮、古老行業、祖

師廟、艋舺教會等。

(4)各縣市之主題觀光或節慶活動

10年前政府大力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藉著新節慶的

興辦，來凝聚地方認同、重振地方產

業、提升地方形象。各縣市鄉鎮或以

文化藝術為名，邀請各國的頂尖藝

術團體來臺展演，彼此較勁同

歡；或是將地方上的農漁特產以

精緻文化來包裝加值，或是將傳統

節慶加上現代手法轉化而成的新節

慶；一個個新興節慶嘉年華除了為民

眾帶來歡樂外，更變身為一個個炙手可

熱的「文化創意產業」，並為地方帶來

可觀的經濟效益。近年觀光局更推出「臺灣觀光旗艦計畫」，

由各縣市徵選出最足以代表該縣市的景點、活動或產業，全臺

因此產生25個旗艦點，可供行程安排時參考。

▲屏東「黑鮪魚文化季」

（郝振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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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花蓮縣的「石雕藝術季」（10月）、臺東縣的「南島

文化節」(12月)、桃園縣的「觀音蓮花季」(夏季)、屏東縣「黑

鮪魚文化季」(5、6月)、彰化縣鹿港古城的「慶端陽龍舟賽」

(端午節前後)、臺中縣「大甲媽祖節」(農曆3月23日前後)、宜蘭

縣的「童玩節」(7月)、彰化縣的「花卉博覽會」(2、3月)等等。

(5)夜市

「夜市」最能展現出當地的特色

與人們的日常活力，也藉由逛夜市、

到處走走的機會，更真實地認識臺

灣的民俗文化和社區流行意識。

建議：逛逛臺北市饒河街觀光夜市、士林夜市、師大路

夜市、臨江街觀光夜市、華西街觀光夜市、永和樂華夜

市；新竹城隍廟夜市、臺中市西屯區夜市、中華路夜

市、逢甲夜市、東海別墅夜市、鹿港小鎮夜市、臺南小

北街夜市、高雄六合路夜市等，經常會有意想不到的驚

奇與收穫。

(6)各地小吃

在臺灣，頗負盛名的傳統小吃和熱鬧的戲臺常聚集在廟

口，廟口與小吃也幾乎成了最具臺灣味的風情。有時候老師傅

們會在各工作坊親自製作，運氣好時躬逢廟會，有民俗技藝的

表演活動。走一趟廟口除可大飽眼福、口福外，也提供大陸人

士身歷其境從多元化的面向了解臺灣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特色。

除了中華美食之外，臺灣小吃更是獨步全球，種類多樣

臺北饒河街觀光夜市（謝微妙攝）

▲



化，是臺灣人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飲食文化，舉凡蚵仔煎、虱

目魚肚粥、炒米粉、大餅包小餅、萬巒豬腳、大腸蚵仔麵線、

甜不辣、臺南擔仔麵、潤餅、燒仙草、筒仔米糕、花枝羹、東

山鴨頭、肉圓、滷肉飯等，皆是臺灣風味獨

特的名食小吃。透過地方小吃，訪客可以更

認識地方特產、文化與人文典故，為行程增

加不少色彩與樂趣。

在臺灣，到處都可以吃到小吃，各地的

小吃不勝枚舉，謹列舉部分如附以供參考。

仁三路、愛四路基隆廟口

臺北西門町 鴨 片 粉 圓 、 鴨 肉 扁 、 銼

冰 、 肉 羹 、 滷 味 、 魷 魚

羹、魚酥羹、甜不辣、涼

圓、糖葫蘆、大腸麵線、

楊 桃 冰 、 肉 粽 、 日 本 料

理 、 涮 涮 鍋 、 砂 鍋 、 牛

排、潤餅捲

昆 明 街 、 漢 口

街、漢中街、環

河南路、西寧南

路

海鮮、天婦羅、麵線羹、

炭烤三明治、蝦仁肉羹、

泡泡冰、豆簽羹、芋粿、

紅燒鰻羹、八寶冬粉、甜

酒釀、元宵、油粿、原汁

豬腳、豆花、鼎邊銼、奶

油螃蟹、蚵仔煎、一口吃

香腸、旗魚羹、肉羹

小 吃 地 區 小 吃 地 點

▲美味知名的胡椒餅

（謝微妙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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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鮮 、 鐵 蛋 、 阿 給 、 魚

酥、魚丸、肉包、蝦卷、炭

烤臭豆腐、烤魷魚、雞蛋

冰、石花冰、排骨飯、燒

酒螺

淡水中正路、

英專路

臺北淡水小吃

新竹北埔小吃 柿香糯飯、柿醋溜魚、柿

子雞湯、炒野蕨、客家湯

圓、擂茶、擂茶冰棒、煎

魚片、紫蘇炒豬舌、米醬

炊 豬 肉 、 坑 口 飯 、 番 婆

湯、坑口炸蛋

南興街、北埔

村、大林村大

林街、城門街

新竹城隍廟 肉圓、貢丸、米粉、魷魚

羹、肉粽、裸粽、潤餅捲、

魚丸、蚵仔煎、ㄍㄡㄍㄡ

羹、汕頭火鍋、竹塹餅

中山路城隍廟

和 法 蓮 寺 附

近、西安街、

北門街

臺中中華路

夜市

肉粽、潤餅、肉圓、當歸

鴨、麻油雞、米粉湯、排

骨 酥 、 米 糕 、 壽 司 、 鱉

肉、蚵仔麵線、炸雞腿

公園路、中華

路、大誠街、

興中街一帶

臺北士林夜市 大餅包小餅、豆花、豆干、

蜜豆冰、木瓜牛奶、廣東

粥、炒花枝、花枝羹、刀

削麵、豬肝湯、蚵仔煎、

藥燉排骨、士林香腸

文林路、安平

街、大東路之

間

小 吃 地 區 小 吃 地 點



棺材板、鱔魚意麵、鼎邊

銼、南吉烤小鳥、海龍湯、

碗粿、瓜子雞、當歸鴨

中正路、友愛路

及海安路之間

臺南沙卡里巴

臺南鹽水小吃 意麵、臭豆腐、豆簽羹、

肉丸、菜包、紅龜、扁煎

肉圓、乾意麵、湯意麵、

肉燕酥湯

鹽水鎮中正路、朝

琴路、三福路、伽

藍廟、菜巿仔口、

中山路點心城

高雄六合夜市 山產、牛排、海鮮粥、土魠

魚羹、烤七里香、鹽蒸蝦

六合路

小 吃 地 區 小 吃 地 點

高雄忠孝夜市 炒羊肉、鴨肉米粉、素麵、

肉羹、冷凍芋

青年路與苓雅路

之間的忠孝路段

宜蘭城南夜巿 龍 鬚 糖 、 沙 威 瑪 、 鐵 板

燒、糖葫蘆、大腸麵線

舊城南路

宜蘭羅東公園

小吃

豆 腐 捲 、 米 粉 羹 、 米 苔

目、龍鳳腿、卜鴨米粉、

肉圓、古早味枝仔冰

公 園 路 、 興 東

路 、 民 權 路 、

民生路之間

（請參考網站：

http://www.dyu.edu.tw/~f9125030/new_page_12.htm）

嘉義文化路

夜市

雞肉飯、粿仔湯、冬菜蝦

仁蛋黃、真味珍香腸、水

果、香菇肉羹、米糕、蓮

子湯

文化路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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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邀訪大陸專業人士來臺活動中，陪團員的工作會影響活

動辦理的良窳，因此陪團員需預為瞭解行程安排的特色及目

的，並透過參訪單位或上網查詢蒐集參訪行程之相關資訊，於

行程中盡到促使大陸人士充分認識臺灣的責任；另外為維持行

程中彼此的信任，建議事先

與大陸團員溝通，請於活動

中遵守團隊規則及紀律。

(一) 介紹臺灣的特色

陪團員可於接機後即在

車上向團員簡介臺灣發展情

況，或於活動首日安排臺灣概況簡報，先以文化和自然風光的

軟性介紹切入，經濟與政治發展為輔，並配合於長途參訪行程

時在車上播放相關影片，如紀錄片「拔河：臺灣的故事」、

「走過九二一」、「無米樂」或新聞局發行的「山海臺灣」、

「臺灣四季」等影片光碟(請參考新聞局網站多媒體藝廊

http://www.gio.gov.tw/live/av/sou_sig_c/indexs_c00.htm）。另每

陪團員的工作要項

▲高雄夜景（葉銘源攝）



日提供數份報紙供團員閱讀，有助於來訪團員對於臺灣發展的

了解。並可結合各地文教單位之志工服務，請志工協助導覽各

主要景點，以進行較為深入及詳細的介紹。

■臺灣人文史地

(1) 臺灣係由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撞擊形成，為一海中

褶曲隆起之海島。臺灣本島南北縱長394公里，東西寬144

公里，海岸線長達1,100公里，面積為35,873平方公里(另外

包括蘭嶼、綠島等21個附屬島嶼及澎湖列島64個島嶼 ）；

臺、澎、金、馬地區，土地面積為36,179平方公里。

(2) 臺灣地形的分布，以山地所占面積最大，自東向西分別有

海岸山脈、中央山脈、雪山山脈、玉山山脈及阿里山山

脈。玉山山脈主峰高3,952公尺，為全島第一高峰。阿里山

山脈以西為漸趨平緩的盆地平原，由北而南依序為臺北盆

地、桃竹苗臺地、臺中盆地、嘉南平原及屏東平原。

(3) 臺灣的氣候長年如夏，年平均溫度約在攝氏20至25度之間。

全年的降雨量平均約為2,500公釐，冬季時的東北季風、夏

季時的西南季風以及6月至11月的颱風，為全島帶來豐沛

的降雨。 冬季溫暖、夏季炎熱、雨量多為臺灣氣候的三大

特色。



■ 臺灣的多元發展

(1)臺灣的民主多元化

1996年，我國舉行

有史以來第一次總統直

選。2000年3月18日陳水

扁先生當選中華民國總

統，政黨輪替執政，中華

民國以和平理性的歷程，

建立的民主政治體制，已成為世人公認的一項成就。在世界的

民主化進程中，臺灣民主化的代價可能是最低的，在威權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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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人口數至2004年12

月為2,269萬餘人。住

民以漢人為最大族群，

約佔總人口98％，其

他2％則包括原住民與

其他少數民族。

(5) 原住民族大致可分為：

泰雅、賽夏、布農、

魯凱、排灣、阿美、

卑南、邵、鄒(又稱「曹族」)、達悟、噶瑪蘭、太魯閣等

12族。

(6) 國民年平均所得由1947年約140美元上升至2005年約13,647

美元。

(7) 1968年起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目前國民教育就學率達

99.53%，大專院校已超過150所。

花東阿美族豐年祭的歌舞祭儀式（謝國正攝）▲

▲政黨輪替是臺灣民主多元發展的標竿

（張進源攝）



治架構之下，臺灣的經濟開始起飛，教育日益普及，新興的中

產階級成為追求民主改革與穩定發展的力量根源。一個長期掌

握國家機器的政黨被人民用選票送下臺，在整個過程中沒有內

戰、分裂、政變，也沒有經濟大衰退，這種和平的民主化進程

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見的。而這種政黨競爭，不但使整體社會提

升了民主的品質，也發展出現代化社會應有的民主程序。

雖然在民主發展過程中引發如政黨對立、族群對立、政策

無效率等問題，使政府與人民仍有極大的努力空間。然而民主

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多元化是確保優質民主的良方，從長遠

的角度觀察，維持穩定的環境，有利於將臺灣帶向與西方國

家、整體國際社會期待的價值比較接近的方向。相信臺灣的政

治民主與社會的多元文化將給來訪的大陸人士留下深刻的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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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的言論自由發展

回顧臺灣民主化過程的歷史，從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經

歷了報紙的創辦和增版解禁(1988年)，立法委員的全面改選

(1992年)，臺灣省長、臺北市長、高雄市長的直選，到1996年3

月實施總統、副總統由全民直接選舉，以及2000年3月的總統

選舉，實現了歷史性的政權交替。從這些歷程來看，充分顯示

出民主政治在臺灣穩定地進展和紮根。或許有人看到在立法院

裡朝野為了辯護自己的主張，經常引發口舌之戰或有妨害議事

之狀況發生，直觀上認為臺灣的民主尚未成熟。但是，這些現

象，反而印證這是個言論自由受到保障的社會，也可說是讓臺

灣變成多元化強韌社會的原動力。

（二）專業交流主題重點

兩岸人民在文化傳承上，

雙方均能接受彼此都是在中華

文化圈下滋養及茁壯的華人，

運用相似的語言、文字，保有

類似的風俗及飲食習慣，而且

均重視面子及「關係」在人際 2005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往來中的重要性。然而，因為不

同的政治環境與教育傳承，可能

在制度或觀點上產生許多明顯的

分歧。而交流的目的就是在增進

兩岸彼此的瞭解，進而達到專業

學術上的互補互利。因此在交流

活動過程中，陪團員應特別注意

到下述幾項：

■ 兩岸人士對研討或交流議題看法的異同處

(1) 專業主題領域的研究方法或觀點的異同

(2) 兩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異同(如：民主發展、知識

競爭力與兩岸產業的變革方向、教育的發展方向等)

廣東教育學會臺灣教育考察活動▲

▼ 2005年兩岸優質青年生活

共識營－第11屆臺北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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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大陸人士對兩岸關係

的看法

來臺的每一位大陸人士，

雖不見得都願意明顯表達他們

對於兩岸的看法，但大體而

言，他們對於兩岸的看法有一

些基本的態度，這與他們在大

陸內部所受的政治教育息息相

關，再加上大陸媒體對於我國

政情的刻板報導，使大陸人士

往往有許多先入為主的偏見或

印象。因此如何讓他們實際且

正確的瞭解臺灣的政治發展與

兩岸關係的發展則是交流過程中最重要的課題。

雖然大陸人士對於兩岸關係的判斷、認知、歸因有許多偏

頗或武斷之處，但陪團員應該要以

同理心來看待問題。而且大陸人士

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裡，捍衛個體

政治選擇的自由、尊重人權，都不

會是他們思考政治問題的出發點。

陪團員應該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畢竟，要讓大陸人士跳脫原來的價

值觀來思考兩岸問題，需要更多的

耐心與時間。

高樓、捷運和林蔭大道，組合成

臺北市亮麗街景（葉銘源攝）
▲

大陸訪客親睹故宮珍藏的中華文物瑰寶▲



(三) 與大陸人士應

對的基本禮儀

■ 應對的基本原則

(1) 尊重彼此的差異

應避免刻意凸顯自身

之政治立場或統獨立場，

且避免將自身之政治立場或

統獨立場強加於大陸人士身

上。來臺之大陸專業人士或學生在出發之前，事先大多已先受

過中共之政治教育，對於某些國內政治人物或是臺獨言論多半

已懷有敵意或刻板印象，言行之間難免會（或刻意）表露出不

滿及批判。陪團員應該以溫和的態度、理性的言詞提醒大陸人

士應有的為客之道，避免刻意扭轉其刻板印象，但可如實介紹

國內各黨派統獨言論形成之特殊歷史背景，並剖析各類族群之

特殊生長背景，以此激發大陸人士之同理心。

(2) 支持國家政策與政府立場

來臺之大陸人士可能會有

少數幾位帶有強烈的政治意識，

尤其是帶隊者，在公開或正式場

合（例如座談會之開幕或閉幕）

發言時，很容易用祖國來指稱大

陸，或是在發言的結尾時表示期

盼臺灣早日回歸祖國或是批評我

方的政策等。陪團員應該瞭解

兩岸博物館經營管理與文化產業發展

交流活動
▲

▲ 2005兩岸青年學生財務經濟

與管理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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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來臺之大陸人士往往彼此之間自成政治監督體系，這迫使

他們在公開場合的發言必須避免政治不正確，因此，陪團員雖

可採容忍的態度以凸顯我方重視言論自由之珍貴，但仍應適時

婉轉說明我國家政策及政府立場。

(3) 對等、不卑不亢

甲. 面對旗歌的處理

若使用的場地，原先即有國旗或國家元首玉照，不必刻意

取下，自我矮化，應堅持我國旗及元首肖像應維持原狀，並說

明交流目的即在認識與瞭解現存制度與政府機能，現有之布置

與擺設，不是針對交流而有意為之的政治處理。如可於活動

前，與大陸方面溝通說明我方對此問題之處理方式，將可以避

免來訪人士之誤解。布置交流場地（會議室或交誼廳）時，如

非議程必要，無須刻意擺設具有主權象徵之國旗或刻意要求全

體與會人員唱國歌，以免大陸人士拒絕出席或回去難以交代；

於交流活動中，有媒體拍攝或照像時，如對方要求，可避免將

國旗及元首肖像攝入，以減少其「困擾」。



乙. 稱謂問題

目前，兩岸交流係以民間往來之形式進行，故我方對於大

陸人士之稱謂，可直接以「某先生」、「某女士」稱之；或以

其擔任所交流之民間團體之職稱稱呼之，如某協會顧問、某學

會秘書長等。至於介紹我方公務人員時，一律以其職銜稱之。

對大陸公務人員之稱謂，應以對等為原則；如其以正式職銜稱

呼我方，則可稱呼其職銜；如其不尊重我方職銜，我方亦不可

稱呼對方職銜。但就交流積極面而言，讓大陸人士在臺能務實

面對我方政府機制，習慣以常態方式與我方交流，不妨對大陸

方及我方公務人員均以職銜稱之。

■ 針對兩岸間觀念歧異的說明與處理

在交流或對談的過程之中，兩岸間觀念上的歧異很自然就

會出現，尤其政治上的歧異最為明顯，大陸人士無意之間的言

語，或是我方無意之間的談論，都可能讓對方感到錯愕或不愉

快。陪團員應適時處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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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說明兩岸分隔數十年，加上兩岸制度上的差異，及雙方資

訊交流的不對等，自然形成許多交流的障礙與誤解，有待

進一步交流來化解。

(2) 避免過份堅持自己的意見，儘量理解大陸人士自身觀念形

成的來源、過程與根據，給予對方闡述的空間。但是應說

明臺灣各項發展經驗亦可以提供大陸參考，大陸不必排斥

或畏懼臺灣經驗。

(3) 應該和氣地說明自身觀念之根據與合理性何在。在理性溝

通的過程之中，即使不能彌合觀念上的歧異，也能讓雙方

都能體認彼此觀念落差的癥結所在、差距多大、原因為

何，從而減少雙方的誤解、錯誤想像甚至產生誤判。



■ 如遇兩岸人士爭論時之處理

在交流過程較可能發生的爭論，如：大陸人士不尊重我國

旗、像、歌或矮化名稱等，涉及國家地位問題時，陪團員應據

理力爭，或援引國際慣例或依國際禮儀處理。對於出現擅自變

更行程、交流糾紛、人身安全等問題時，陪團員應該儘量把握

在爭論表面化（檯面化）之前，就先化解掉潛在爭論。然而，

避免爭論的最佳方法，是在訪臺初期，即先建立起溝通的橋樑

以及相處的默契，若已先建立了交情，真的發生問題時，就比

較好溝通，對方也較願意退讓。但若對方硬是要與我方起爭

執，建議陪團員應該告知對方的團長或領隊，交由對方透過內

部的機制來處理。經由大陸人士自身的團體紀律來約束團員，

雙方比較不會為了處理爭執而再起爭執。如對方仍有意擅自變

動行程，應清楚說明我方法令規定，以免造成邀請團體及被邀

訪人員須被依法處理之

困擾。

兩岸研究生校園論壇-兩岸的知

識經濟發展與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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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臺灣負面現象或問題之說明

大陸人士來臺一段時間之後，通常會感到臺灣社會與大陸

相比，雖然較為活潑多元，但也較為混亂或沒有秩序感，充斥

各類醜聞、弊案或社會案件、族群對立、政黨對立、政府沒有

威嚴、公共政策沒有效率等等。陪團員無須迴避這些問題，並

且應該向大陸人士強調這是臺灣社會民主化發展的代價，正面

的制度雖然會產生負面的後果，但這無損於民主的價值。民主

制度保障了個人為了選擇而選擇的自由，縱使這些選擇在表面

上看起來是荒謬的，卻也同時突顯出個人必

須為自身的選擇負責，而不是由政府來決定

人民的選擇，這是民主政權與專制政權的基

本區別。然而，臺灣的經驗也顯示，民主不

是短期的目標，人民（或政治人物）之間普

遍的相互尊重及理性對話，往往需要長時間

才能熟練，但如果不試著開始，就永遠不會

成功。
▲ 第六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

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一) 行程變更時之處理

1. 如活動開始前已知原行程與活動日期有所更改，依照內

政部入出境管理局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

活動許可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經

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專業活動，其主要專業活動，不

得變更；如來臺日期有變更者，邀請單位應於入境三日

前檢具確認行程表及原核定行程表，送主管機關及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邀請單位需檢具確認行程表

及原核定行程表送境管局與主管機關備查。

2. 邀請單位應有活動聯絡人，於活動期間隨時掌握團體活動

之動向，與陪團員、參訪單位聯絡人保持聯繫。如於活

動進行中因臨時情況有行程變更，陪團員應回報活動聯

絡人並向境管局備查，以便掌握團體活動的行程安全與

後續活動安排。

3. 活動開始的前幾天應密切注意氣象報告，特別是颱風季節

（6-10月左右）遇颱風襲臺，則活動可能延後（例如原定

班機取消）、調整或取消，此時應與各單位和機構(包括委

託單位、參訪單位、住宿飯店、用餐地點等)承辦人保持

聯繫。

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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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或突發狀況時之處理

■ 活動前應預作準備：

(1) 應於活動開始前依規定為團員投保國際綜合險(活動工作

人員則投保意外險)，確實依計畫行程執行，並在活動期

間與各地接待單位負責人保持聯繫，若途中有任何狀況

可請之代為尋求當地醫療協助。

(2) 可事先於活動前，將活動手冊及緊急須知郵寄或 ema i l

給團員，附上地震及一般防災知識，並於活動簡介時請

團長及陪團員多加提醒團員如何應變。(各項防災知識如地

震、火災、颱風等，可參考內政部消防署防災宣導網，網址: 

http://210.69.173.9/nfaweb/newprevent/show/show.aspx?pid=212）

(3) 活動前，即請各地受邀單位聯絡人統計並告知團員的健

康狀況，了解是否有疾病或特殊情況必須特別照顧者；

並提醒患有慢性病或特殊病史之團員自行備妥個人慣用

藥物，一般團員則視情況攜帶個人藥品。

(4) 從一接團開始，陪團員即應清楚告知團員，來臺參訪活

4. 活動過程中如遇大

陸人士臨時要求改

變專業參訪行程，

宜委婉拒絕並說明

上述許可辦法第十

一條之規定。
▲兩岸攝影家合拍「24小時

臺灣活動」（郝振泰攝）



動為團體行程，不宜分團、併團或私自脫隊，並請帶隊

團長要求與協助團員自我管理；若有團員親友來訪，應

於行程外時間會面，團員不要擅自外出。(活動期間有任

何問題，可先站在協助自我管理的立場，充分與團長溝

通，再由團長傳達給其他團員，以示尊重。)

(5) 陪團員應於車上備妥急救箱，以應不時之需。此外，陪

團員可隨身攜帶基本的藥品

(如：暈車藥、感冒藥、胃藥、

止痛藥等），惟如遇團員身體明

顯不適，仍應立即就醫。

(6) 其他注意事項：例如協助大陸人士以外幣兌換臺幣；大

陸人士一般口味較重，陪團員可向餐廳反應或協助購買

調味醬等。

■ 違常或緊急狀況處理方式

(1) 若活動期間有突發狀況致使團員需送醫處理時，可由1名

陪團員隨行照顧並保持聯繫，另1名陪團員則繼續進行

原訂行程，皆須將狀況隨時告知團長及活動負責人，以利

後續事宜。如遇重大意外傷亡事故，則需即時通報境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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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遇有團員脫隊或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的活動時，應即時

通知境管局，俾利及時瞭解與處理。

(3) 緊急聯絡電話：

入出境管理局勤務指揮中心 02-23889393轉分機2081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02-27129292 

(三) 製作活動手冊

活動手冊內容主要彙整大陸人士於活動進行中應知的訊息，

包括：

1. 確定的行程與每天的作息表。

2. 住宿地點的位置圖與對外聯繫的交通管道和動線。

3. 載明各接待或參訪單位的聯繫電話，以及臺灣與大陸電

話對打的方法。

4. 拜會單位與參觀景點的介紹。

5. 各地的住宿分配表。

6. 為讓接待活動更加順暢與圓滿，建議於活動手冊中規範生

活公約：

● 絕對要遵守時間規定，嚴守「10分鐘前」報到的原則

以免匆促，慌亂中遺忘東西。

● 下車時及參訪前，請陪團員及團長提示全體團員參訪

流程、集合時間及上車時間，請大家把握時間提前幾

分鐘上車，以免遲到讓全車的人等待。

● 不可在路上隨地吐痰、丟棄紙屑或煙蒂，行車時不可

將雜物或紙屑等丟出窗外，確實維護環境清潔。

● 公告禁止拍照的地方縱然沒有人看守或注意，也應遵

守不拍照，要有守法的精神。



● 如需成藥如：鎮痛劑、感冒藥、外敷軟膏等，可向領隊

或陪團員告知相關需求。

● 夏季炎熱時，全臺均溫都在攝氏35度左右，請提醒團員

多補充水分，並保持體力。冬天則需注意禦寒保暖，臺

灣北部冬季低溫可達攝氏10度左右，陰冷潮濕。

● 離開各地下榻地點的前一天晚上，陪團員須提醒團員，

必須將行李整理打包好，出門時所攜帶的東西、新買的

物品等都要點清楚。

● 儘量避免接受親友託帶東西，萬一要帶也須了解託帶東

西的內容是否合法，以免在海關檢查時受到無妄之災。

(有關需向海關申報之物品、違禁管制品及各類農畜牧

產品禁止攜帶之規定，請參考中正機場旅客須知

http://www.cksairport.gov.tw/CKSchi/tourist/

security_c.jsp#top5 )

● 其它方面如遵守公共道德、交通規則，請團員入境問俗。

（四）健康管理

1. 注意團員在臺期間健康情形，如發現團員有身體不適，請

即刻就醫，如有發燒、咳嗽情形，應請其立刻配戴口罩就

醫。

2. 如適逢大陸發生流行疫情時期(如SARS、禽流感)，應配合

落實政府防疫措施。

3. 於重大疫情防治時期，建議團員實施自主健康管理(每日早

晚各量體溫一次，並詳實記錄體溫及相關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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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衛生局 電 話 傳 真

臺 北 市

高 雄 市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臺 中 市

嘉 義 市

臺 南 市

臺 北 縣

宜 蘭 縣

桃 園 縣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臺 中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臺 南 縣

高 雄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蓮 縣

澎 湖 縣

金 門 縣

連 江 縣

(02)27287071

(07)2513078

(02)24276154

(03)5264094

(04)23801151

(05)2341150

(06)2906386

(02)22577155-1440

(03)9322644-210

(03)3363270

(03)5518160-205

(037)336781

(04)25265394-3100

(04)7115141-101

(049)2220904

(05)5343917

(05)3620607

(06)6335140

(07)7334866

(08)7380208

(089)331171

(03)8226975

(06)9272162-210

(082)330697-112

(0836)22095-230

(02)27205260

(07)2152639

(02)24273025

(03)5231830

(04)23801160

(05)2338150

(06)2674819

(02)22577167

(03)9354651

(03)3373605

(03)5511347

(037)329020

(04)25261525

(04)7115748

(049)2237925

(05)5351270

(05)3620610

(06)6328841

(07)7334854

(08)7371748

(089)342395

(03)8233497

(06)9261557

(082)334047

(0836)22021

各縣市衛生局通報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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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協助民間團體妥善接待大陸人士來臺從事交流活動，維

持交流秩序，促進兩岸良性互動，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之大陸人士，係指大陸地區各類專業人士。

所稱之接待單位，包括大陸人士來臺從事交流活動之邀請

單位及其在臺參觀訪問之單位。

三、邀請單位計畫邀請大陸人士來臺時，應遵循「邀請大陸專

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須知」規定，安排與其專業領域

相符之活動，並事先徵得受訪單位之同意。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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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接待單位對於大陸人士在臺活動期間，應注意其安全，並

善盡接待及活動安排事宜。在表達親切之餘，態度上應不

卑不亢，並避免安排過度宣揚性之活動或鋪張之邀宴。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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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展演活動之節目說明書等宣傳品應以

正體字印製。

民國86年4月21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86)陸文字第8604701號函發布

民國90年9月14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90)陸文字第9014836號函修正

民國91年4月23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91)陸文字第0910006834號函修正

(二)接待大陸人士來臺交流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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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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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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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接待大陸人士，應遵守「接待大陸人士有關旗、像與稱謂

問題說明」。接待具有官銜之大陸人士，對其稱謂以對等

為原則，如其以正式官銜稱呼我方官員，則可稱呼其官銜；

如其不稱呼我方官銜，亦不應稱呼其官銜。對於大陸方面

要求變更接待單位名稱或其他不合理之要求，應予拒絕。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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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接待單位如與大陸人士發生民事糾紛應儘速洽請財團法

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協助處理。

十二、接待單位對於大陸人士有違反本注意事項或其他法令之

行為，應儘速告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處理。並

告知境管局。

十三、邀請單位應於邀訪結束後1個月內將邀訪情形（含有無

不妥言行資料）函送主管機關（境管局）及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備查。

十四、邀請單位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接待事宜，如未依規定辦

理，主管機關視其情節，於1年至3年內對其申請案得不

予受理。



「接待大陸人士來臺交流注意事項」附件：

接待大陸人士有關旗、像與稱謂問題說明

兩岸交流日趨頻繁，因交流而衍生之有關旗、像與稱謂問

題亦常發生。為使兩岸交流在對等互惠情況下順利進行，特

將政府的立場作一說明，供各界遵循。

1.在國內舉辦兩岸交流活動時，大陸方面要求撤去我國國

旗及元首肖像時，應如何處理？

在兩岸交流活動中，大陸人士受邀來臺參訪時，在面對我

方懸掛國旗及元首肖像的場合，經常要求我方將旗、像移開。

而這些布置是原有的，並非為舉辦兩岸交流活動而設置，故提

出這種要求，有如作客時，要求主人取下客廳某些擺設，是不

適宜的。何況我們的團體到大陸時，從沒有提出這種不禮貌的

要求。有關此問題之處理方式為：

(1) 堅持我國旗及元首肖像應維持原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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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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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何注意交流活動名稱問題？

在兩岸交流中，理應相互尊重，但中共常有意地將我貶為

其地方政府，在雙方寄發邀請函、應時卡片、會議資料或雙方

團體簽署備忘錄時，不准我使用中華民國及「國立」、「中央」

等文字，而刻意將我固有的名稱改為「中國，臺北」、「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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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等，例如要求我將「中華民國○○○學會」改為「臺灣○

○○學會」，或將「國立○○大學」改為「○○大學」等。有關

此問題之處理方式是：

(1) 應使用機構或團體之全稱，也可使用對等之城市名稱；

直接使用「海峽兩岸」或「兩岸」，或直接冠以活動名

稱，例如「海峽兩岸環保問題研討會」等。

(2) 絕不接受矮化我方的用詞，如「大陸與臺灣省」「臺灣

地區與華南地區」、「蘇臺」、「京臺」等，故如「『閩

臺』經貿交流研討會」等活動名稱均不應使用。

3.邀請大陸人士來臺參訪時，應如何稱呼之？

目前，兩岸交流係以民間往來之形式進行，故我方對於大

陸人士之稱謂，可採下列方式：

(1) 直接以「某先生」、「某女士」稱之。

(2) 以其擔任所交流之民間團體之職稱稱呼之，如某協會顧

問、某學會秘書長等。

(3) 介紹我方官員時，一律以其官銜稱之。對大陸官員之稱

謂，應以對等為原則；如其以正式官銜稱呼我方，則可

稱呼其官銜；如其不稱呼我方官銜，亦不應稱呼對方官

銜。



４、以文字敘述中共「國家」或地方「機構」時，應如

何處理？

由於中共至今仍不承認我為政治實體，打壓我使用國

號、國旗等。而基於「對等」原則，當必須將中共之「國家」

或地方「機構」以文字述明時，應在其機構名稱加上引號，

例如：「國務院」、「人民法院」、「公安部」、「國家經濟貿

易委員會」等。

５、舉辦兩岸學術會議時，應注意那些事項？

兩岸學術研討會是兩岸間常舉辦的活動，雖為學術活

動，但仍會遭遇不少問題，若無法妥善解決，恐影響會議進

行及雙方之情誼。有關此問題之解決方式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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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論文之年號、地理、歷史等名詞，應尊重原著，或各

自沿用習慣用語，共同性文件可使用西元年號。

兩岸財經貿高峰論壇

（唐根禮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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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論文之印製，可提供正、簡字兩種字體之版本。

(4) 宜以「北京方面（當局）」、「臺北方面（當局）」稱謂

雙方政府，及以「臺灣地區」、「大陸地區」互稱。如

大陸人士刻意凸顯「祖國」、「中國」、「中華人民共

和國」等稱謂，則我方應以「中華民國」、「我國」作

為對應。

（三）邀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活動須知

為使邀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參訪單位，瞭解邀訪程序

相關注意事項及處罰規定，特訂定本須知。

一、 邀請單位對於邀請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背景應先予瞭解，

提供資料，並詳實訂其活動計畫、行程，說明其經費來

源。於其來臺活動期間，依計畫負責接待及安排與其專

業領域相符之活動，並依「接待大陸人士來臺交流注意

事項」辦理接待事宜。對許可來臺案件，經與大陸受邀

單位、人員聯繫後，最後確認日程表及來臺名單，應即

電傳入出境管理局（以下簡稱境管局）。其主要專業活動

不得變更。

二、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申請進入臺灣地區，經許可後，因故未

能來臺者，邀請單位應立即通報境管局註銷其入出境許

可證。

民國88年4月13日大陸專業人士來臺參觀訪問第168次聯合審查會

決議通過



三、 邀請單位安排行程，應

先取得受訪單位之同

意；如計劃拜訪政府

機關（構）、國家實驗

室、科學工業園區、

生物科技、研發或其

他重要科研單位，應

先取得受訪單位之同

意函，並詳載所拜訪

之部門及聯絡人電話

於「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相關活動行程表」中。

四、 入出境許可證有效期間自發證之日起算為3個月；在有效

期間內未入境者，得於屆滿後1個月內，填具延期申請書，

檢附入出境許可證，向境管局申請延期一次。

五、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之停留期間，自入境之翌日起算。( 例

如︰許可停留期間10日，其在3月1日入境，應於3月11日

前出境）

六、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活動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應於入境

後，向居住地警察分駐（派出）所辦理流動人口登記手

續。未依規定辦理登記手續者，不得辦理申請延期停

留。

七、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活動，依規定申請

延期者，應於停留期間屆滿10日前，備齊文件，由邀請單

位向境管局辦理。

▲兩岸各項交流，促進共榮成長(郝振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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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邀請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1個月內，提出活動報告（應含

來臺參訪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對臺看法及邀請單位對來臺

參訪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之意見）送境管局備查，並應主

管機關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求，隨時提出活動報

告。

九、 未依規定辦理接待、安排活動或有其他不當情事者，於1

年內對其申請案得不予受理。（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

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第十七條）

十、 申請人檢附之文件有隱匿或虛偽不實，經查察屬實者，得

撤銷其許可，並移送有關機關依法處理。主管機關於3年

內對其本人及邀請單位之其他申請案，得不予受理。

（許可辦法第二十八條）

十一、邀請單位有故意虛偽申報或明知為不實文件仍據以申請

等情事，經查察屬實者，於 3 年內對其申請案得不予受

理；涉及刑事者，並函送檢調機關處理。（許可辦法第

二十九條）

十二、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期限者，或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

之活動、工作者，其不予許可期間至少為1年。（許可辦

法第二十七條）

文化的共通，讓藝術文化互動

熱絡（葉銘源攝）

▲



十三、使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在臺灣地區從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

目的不符之活動，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1百萬元以下罰

鍰。（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八十七條）

十四、對邀請單位所確認之行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境

管局等相關單位人員，將視情況訪視或隨團了解，邀請

單位應予配合。

十五、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宜請申請人及邀

請單位事先就其保險事項，自行妥善處理。

附註︰入出境管理局地址︰臺北市中正區100廣州街15號；

聯絡電話︰(02)23889393；傳真電話︰(02)23892403 

(四)大陸人士在臺相關注意事項

■ 在臺行程注意事項

●應依核定行程進行活動

依據大陸人士來臺從事專業交流或觀光活動相關法規規定，

大陸人士來臺，應按照事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行程表進行

活動，且不得從事如招商、招生或從事廣告行為等，與許可

目的不符之活動。

● 限制進入之地點

如計畫拜訪政府機關（構）、國家實驗室、科學工業園區、

生物科技、研發或其他重要科研單位，應先取得受訪單位之

同意函。



59

● 團進團出

大陸人士來臺從事專業交流或觀光，應以整團入境，並且以

整團方式進行所有活動，不宜擅自脫團，如確有需要暫時離

團，應先向陪團員或導遊陳明原因並請假後，始可為之。

● 提前出境

大陸人士來臺從事交流活動期間，如遇突發狀況需中斷行

程，提前出境者，應即將相關事由向陪團員或導遊反映，並

向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報同意後，始得為之。

■ 證照遺失之處理

大陸人士在臺活動期間，如發生入出境許可證遺失、毀損

等情事，宜儘速請邀請單位陪團員代向境管局辦理證件補發手

續，或撥打海基會（02）27129292緊急服務專線請求協處。

■ 延長在臺停留之申辦程序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經許可進入臺灣

地區活動，經核准在臺停留期間屆滿，

有必要延長在臺停留期間，而需申請

延期者，應於停留期間屆滿10日前，備齊

「延期申請書」、「入出境許可證」、「流動人口登記聯單」、

「延期計畫書及行程表」文件，由邀請單位向主管機關申請辦

理。但經許可停留期間在12日以下者，應於停留期間屆滿5日

前提出申請。



■ 大陸專業人士在臺長期停留相關權益事項

●在臺申辦金融卡、信用卡

申請資格：依據「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

辦法」及「跨國企業自由港區專業臺灣地區營業達一定規模

之企業邀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相關活動許可辦法」

核給停留期間6個月以上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或跨國企業內

部調動人員。

申辦方式：先依相關規定，憑境管局核發許可停留期間6個

月以上之「入出境許可證」及其他必要文件，選擇一家銀行

開設新臺幣存款帳戶，惟限於向該銀行申辦信用卡，且消費

帳款須以存款代扣繳方式繳納。

● 購車登記問題

申請資格：依據「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

辦法」及「跨國企業自由港區專業臺灣地區營業達一定規模

之企業邀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相關活動許可辦法」

核給停留期間6個月以上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或跨國企業內

部調動人員。

申辦方式：先依相關規定，憑境管局核發許可停留期間6個

月以上之「入出境許可證」及其他依交通部規定檢附文件辦

理購車新領牌照或過戶登記。

● 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申請資格：大陸人士經核准所持入出境旅行證事由欄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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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科技研究」或「產業科技研究」事由者，在臺連續停

留滿4個月時起，得加入全民健保。

申辦方式：持前述旅行證至中央健康保險局各地區投保單位

辦理加保手續。

● 隨行子女在臺就學問題

依據「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臺就學辦法」，大陸地區

來臺科技人士隨行之未滿18歲子女可在臺就學。

■ 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

●服務時間：

全年無休、24小時日夜服務，緊急時都可以直接撥打（02）

27129292（救我救我）緊急服務專線電話求援，任何必需緊

急處理的事件，都是本專線的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海基會承辦相關事務的人員會立即聯繫當事人，迅速協助處

理包括聯絡、查證、協辦證照、獲取機位及善後返陸等相關

事宜。



(五)第五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名單

學術教育類

財團法人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

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財團法人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致理技術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韓忠謨教授法學基金會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臺北市教育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財團法人亞太綜合研究院

國立交通大學研究總中心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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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體育類

財團法人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

高苑技術學院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

長庚大學國際合作中心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藝術文化類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

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

國立國光劇團豫劇隊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周凱劇場基金會

大眾傳播類

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

財團法人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臺北市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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