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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5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11月2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9917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俊俋、鍾佳濱、陳歐珀等 25 人，有鑑於近來屢傳
我國人民赴中國於其黨、政、軍任職或與其進行各種合作行
為之案例，且其中不乏我國退役將領、退離職公務員等知悉
我國機關內部事務甚至涉及機密者，實已違反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之規定。為確保我國之國家安全與安定並落實立法意旨
，特明文規範赴中國黨政軍任職以及與中國從事合作行為之
退役將領及退休公務員停領退休（職、伍）相關給與，爰擬
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條之一及第九
十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即明訂「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國防法第五條亦規定「中
華民國陸海空軍，應服膺憲法，效忠國家，愛護人民，克盡職責，以確保國家安全。」且
基於兩岸長期分治以及中國仍不放棄武力犯台之政治現實，我國退役將領、退離職公務員
赴中國於其黨、政、軍擔任職務、為其成員，或進行各種合作行為，並同時領取退休（職
、伍）相關給與，實屬不當，且其行為之處罰應與一般人民有別，以符比例原則。
二、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之立法理由係「基於台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如擔任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其
成員，影響台灣地區之安全及安定甚鉅，爰明定禁止，以杜其弊」，並於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第九十條之一明訂相關罰則。其中具有退離職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違反本條規定，取
消其退休（職、伍）相關給與，然現行條文僅規範退離職未滿三年者，退離職滿三年之公
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即視同一般國人規範，顯係失衡未盡完善，爰予修正。
三、次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之立法理由係「按持續推動兩岸交流係政府既定的
政策，惟兩岸間的交流仍應維持一定之秩序，且中共迄未放棄武力犯臺，爰於第一項明定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從事之行為，以資明確。」並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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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相關罰則，對於有上述合作行為之國人嚴加規範；惟其對於具有公務員及軍職身分，
以及退役將領、退離職公務員身分者卻無特別另訂罰則，應予修正。
四、為防杜退役將領及退離職公務員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擔任中國黨務、
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以及第三十三條之一之政治
及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爰提案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條之一，對於領取月退休（
職、伍）相關給與者，有違反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情事者，停領退休（職、伍）相關給
與，並取消退離職未滿三年之限制；修正同法第九十條之二，對於違反三十三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者，停止領受其退休（職、伍）相關給與之權利，以落實立法意旨，確保國家安全
及安定。
提案人：李俊俋

鍾佳濱

陳歐珀

連署人：鄭運鵬

施義芳

吳焜裕

郭正亮

葉宜津

林靜儀

鄭寶清

羅致政

陳素月

蔡易餘

趙天麟

段宜康

余宛如

吳思瑤

李昆澤

張廖萬堅

蘇治芬

洪宗熠

李麗芬

呂孫綾

蘇震清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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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條之一及第九十條之二
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說

明

具有第九條第

一、修正第一項至第三項，刪

四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五
款身分，退離職之公務員，

四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五
款身分，退離職未滿三年之

除部分文字。
二、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即明

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者，喪失領受退休（職、伍

公務員，違反第三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者，喪失領受退休

訂「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
心努力」，國防法第五條亦

）金及相關給與之權利。
前項人員違反第三十三

（職、伍）金及相關給與之
權利。

規定「中華民國陸海空軍，
應服膺憲法，效忠國家，愛

條第三項規定，其領取月退
休（職、伍）金者，停止領

前項人員違反第三十三
條第三項規定，其領取月退

護人民，克盡職責，以確保
國家安全。」且基於兩岸長

受月退休（職、伍）金及相
關給與之權利。

休（職、伍）金者，停止領
受月退休（職、伍）金及相

期分治以及中國仍不放棄武
力犯台之政治現實，我國退

第九條第四項第一款、
第二款或第五款身份以外退

關給與之權利，至其原因消
滅時恢復。

役將領、退離職公務員赴中
國於其黨、政、軍擔任職務

離職之公務員，違反第三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者，其領取

第九條第四項第一款、
第二款或第五款身份以外退

、為其成員，或進行各種合
作行為，並同時領取退休（

月退休（職、伍）金者，停
止領受月退休（職、伍）金

離職未滿三年之公務員，違
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

職、伍）相關給與，實屬不
當，且其行為之處罰應與一

及相關給與之權利。
臺灣地區公務員，違反

，其領取月退休（職、伍）
金者，停止領受月退休（職

般人民有別，以符比例原則
。

第三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者，
喪失領受退休（職、伍）金

、伍）金及相關給與之權利
，至其原因消滅時恢復。

三、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
十三條第二項之立法理由係

及相關給與之權利。

臺灣地區公務員，違反
第三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者，

「基於台灣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如擔任

喪失領受退休（職、伍）金
及相關給與之權利。

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
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

第九十條之一

具有第九條第

第九十條之一

文

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影響
台灣地區之安全及安定甚鉅
，爰明定禁止，以杜其弊」
，並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九十條之一明訂相關罰則。
其中具有退離職公務員及特
定身分人員違反本條規定，
取消其退休（職、伍）相關
給與，然現行條文僅規範退
離職未滿三年者，退離職滿
三年之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
員即視同一般國人規範，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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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失衡未盡完善，爰予修正
。
四、為防杜退役將領及退離職
公務員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擔任中
國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
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
務或為其成員，以及第三十
三條之一之政治及任何形式
之合作行為，爰提案修正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條之
一，對於領取月退休（職、
伍）相關給與者，有違反三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情事者
，停領退休（職、伍）相關
給與，並取消退離職未滿三
年之限制；修正同法第九十
條之二，對於違反三十三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者，停止領
受其退休（職、伍）相關給
與之權利，以落實立法意旨
，確保國家安全及安定。
第九十條之二 違反第三十三
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三十三條

第九十條之二 違反第三十三
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三十三條

一、新增第三項。
二、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即明

之二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之二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訂「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
心努力」，國防法第五條亦

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違反第三十三條之一第

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違反第三十三條之一第

規定「中華民國陸海空軍，
應服膺憲法，效忠國家，愛

二項、第三十三條之三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

二項、第三十三條之三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

護人民，克盡職責，以確保
國家安全。」且基於兩岸長

幣一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主管機關並得限期令

幣一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主管機關並得限期令

期分治以及中國仍不放棄武
力犯台之政治現實，我國退

其申報或改正；屆期未申報
或改正者，並得按次連續處

其申報或改正；屆期未申報
或改正者，並得按次連續處

役將領、退離職公務員赴中
國於其黨、政、軍擔任職務

罰至申報或改正為止。
違反第三十三條之一第

罰至申報或改正為止。

、為其成員，或進行各種合
作行為，並同時領取退休（

一項規定且領有月退休（職
、伍）金者，停止其領受月

職、伍）相關給與，實屬不
當，且其行為之處罰應與一

退休（職、伍）金及相關給
與之權利。

般人民有別，以符比例原則
。
三、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
十三條之一之立法理由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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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持續推動兩岸交流係政府
既定的政策，惟兩岸間的交
流仍應維持一定之秩序，且
中共迄未放棄武力犯臺，爰
於第一項明定非經主管機關
許可，不得從事之行為，以
資明確。」並於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第九十條之二明訂相
關罰則，對於有上述合作行
為之國人嚴加規範；惟其對
於具有公務員及軍職身分，
以及退役將領、退離職公務
員身分者卻無特別另訂罰則
，應予修正。
四、為防杜退役將領及退離職
公務員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擔任中
國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
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
務或為其成員，以及第三十
三條之一之政治及任何形式
之合作行為，爰提案修正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條之
一，對於領取月退休（職、
伍）相關給與者，有違反三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情事者
，停領退休（職、伍）相關
給與，並取消退離職未滿三
年之限制；修正同法第九十
條之二，對於違反三十三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者，停止領
受其退休（職、伍）相關給
與之權利，以落實立法意旨
，確保國家安全及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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