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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兩岸制度化協商的重要意義 

一、掌握歷史機遇，開啟兩岸新局 

政府兩岸政策，是在全球化的思維下，追求兩岸關係的

正常化及兩岸的和平與發展。 

馬總統的呼籲 

去（97）年 5 月 20 日馬總統在就職演說呼籲：期盼海峽

兩岸能抓住當前難得的歷史機遇，共同開啟和平共榮的

歷史新頁；秉持「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

求雙贏」，尋求兩岸共同利益平衡點。 

和平的締造者，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 

為追求區域的和平穩定及共榮發展，善盡台灣作為國際

社會成員應有的責任，在兩岸關係上，我們秉持「以台

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並在「不統、不獨、不

武」、「維持現狀」的前提下，積極改善兩岸關係，維護

台海的和平穩定，為區域的共榮發展創造條件。 

二、兩岸恢復協商，體現互利雙贏 

全球化時代，溝通是必要的，加強對話與溝通有利於雙

方建立互信並解決問題。 

兩次「江陳會談」順利舉行 

去年 520 之後，兩岸迅速恢復中斷將近 10 年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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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管道，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在去年 6 月及 11 月分

別在北京及台北舉行兩次「江陳會談」，前後共計簽署

「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

台灣旅遊協議」、「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海運

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

等六項協議。 

兩岸協商新時代來臨 

兩次「江陳會談」的順利完成，為制度化協商奠定基礎。

兩岸亦確立制度化協商的常態運作機制，未來每半年將

舉行一次兩會高層會談。這彰顯出兩岸已揚棄過去的對

立衝突路線，而以協商代替對抗，以和解代替衝突，邁

向和平發展、互利共榮的兩岸協商新時代。 

貳、推動兩岸協商的基本原則 

一、擱置爭議，互不否認 

兩岸互動的最大障礙，就是關於主權方面的爭議，我們

體認到，現階段兩岸之間尚不具備解決主權爭議的客觀

條件，因此，推動兩岸協商最重要的基礎，就是應擱置

不必要的政治爭議，以互不否認的態度，務實面對兩岸

現狀，優先解決因為兩岸經貿、文化、社會各層面互動

所衍生攸關人民利益的各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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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 

政府推動兩岸協商，一貫堅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

利」的原則，舉凡協商議題設定、協商腹案及底線研擬、

協商程序及相關安排，在在皆以能否彰顯台灣主體性，

維護 2,300 萬台灣人民利益作為最優先考量，並堅持兩

岸對等，捍衛國家主權及尊嚴，絕不絲毫損傷主權或矮

化國格。 

三、經貿優先，為民興利 

台灣生存發展的命脈在經濟；面對近年中國大陸經

濟崛起，以及全球化與區域經濟加速整合的趨勢，兩岸

經貿已成為台灣經濟發展最不可忽視的關鍵部分。在民

進黨執政的 8 年期間，兩岸貿易總額成長 2.8 倍；台商

赴大陸投資累計金額成長 3.8 倍；兩岸旅行人數成長

1.5 倍。大陸已是台灣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地區、

最大貿易順差來源，也是台商對外投資的最主要地區。

面對如此密切的兩岸經貿關係，政府有責任扭轉過去因

為經濟鎖國造成台灣競爭力流失的錯誤，優先推動兩岸

經貿關係正常化，為人民興利。 

鑑此，現階段兩岸協商係秉持「先易後難」、「先經

濟後政治」的原則，優先協商處理攸關民生及經濟發展

的議題，透過相互的合作，截長補短，共同努力為兩岸

創造雙贏，讓雙方人民共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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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兩次「江陳會談」的重要效益 

一、六項協議經濟效益顯著 

馬政府在上任不到半年期間，舉辦了兩次「江陳會談」，

與大陸協商簽署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週末包機、兩岸

空運、海運、郵政及食品安全等六項協議，完成民進黨

執政 8 年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並為台灣經濟帶來顯著效

益。 

大陸觀光客活絡觀光旅遊市場 

97 年 6 月 13 日兩岸順利簽署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

議，7月 4 日大陸旅客首發團抵台，7月 18 日協議正式

實施。在開放初期，因為雙方行政部門及旅遊業者仍處

於磨合階段，來台旅客人數未如預期，但隨著雙方旅遊

主管部門積極溝通，相互配合簡化行政手續並加強市場

行銷推廣，至今（98）年農曆春節後，來台旅客人數呈

倍數成長。自 97 年 7 月 18 日迄 98 年 3 月 29 日，累計

已有 14 萬 9,358 人次（約 5,400 團）大陸旅客來台觀光，

旅客人數從初期平均每日 274 人次，已大幅增加至最近

1 週（3 月 23 至 29 日）平均每日 2,206 人次，後續來台

旅客研判將穩定增加。若依交通部觀光局所作旅客消費

調查，大陸觀光客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 295 美元，以

旅客平均停留 7 天 6 夜估算，近 15 萬大陸觀光客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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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光相關產業帶來超過 3 億美元（約新台幣 102 億元）

的外匯收益及商機，對活絡國內觀光旅遊市場，有可觀

的效果。 

海空運直航重建台灣經濟戰略地位 

兩岸先後簽署週末包機、空運及海運協議，97 年

12 月 15 日實現兩岸海空運全面直航，大幅提升兩岸客

貨運輸的效率，為兩岸民眾及企業提供很大的便利，也

大幅減少運輸的時間及成本。在空運方面，目前台北至

上海航程需 1 小時 22 分鐘，較週末包機縮短 62 分鐘；

若較經香港、澳門轉機，縮短 3 至 4 小時，一年約可節

省成本新台幣 30 億元。在海運方面，台灣航行至大陸

港口，因毋需再彎靠琉球石垣島，平均每航次節省時間

16 至 27 小時，一年約可節省成本新台幣 12 億元。 

更重要的是，海空運直航重建了台灣在亞洲乃至亞

太地區的經濟戰略地位，讓台灣又可以重新回到亞太地

區經貿樞紐的位置，也強化台灣經濟與國際市場的連

結，進而可以吸引更多跨國企業來台灣投資，並以台灣

作為前進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市場的營運基地；海外台商

也會有更大的誘因回台灣投資，在台灣建立營運總部。 

郵政合作體現便民精神 

兩岸郵政協議的簽署及實施，讓兩岸郵件業務範圍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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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小包、包裹及快捷郵件、郵政匯兌等新增項目，提供

民眾及企業更多便利；兩岸郵件直接遞送，不僅省時省

錢，而且安全性大為提升，讓兩岸郵政服務真正體現便

民的精神。 

食品安全協議維護人民健康權益 

去年 9 月，台灣社會受到大陸毒奶粉事件的廣泛衝擊，

引發各界對進口大陸食品安全的嚴重關切，也促成兩岸

就食品安全問題展開協商並簽署協議。這項協議就涉及

影響兩岸民眾健康的重大食品安全訊息及突發事件，建

立即時通報及預警的制度，同時，也針對重大食品安全

事件，建立完整的協處機制，為後續處理三聚氰胺事件

打下基礎。這對維護兩岸人民健康權益具有重大的意

義，也凸顯出兩岸共同面對及協商處理攸關人民權益問

題的關鍵性與重要性。 

二、兩岸經貿開放絲毫無損中華民國主權 

政府秉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原則，透過協商，

逐步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目的在促使雙方經貿往

來「機會極大化，風險極小化」，創造台灣經濟發展的

新榮景。在兩岸協商過程中，我們沒有在應該堅持的原

則上作任何妥協，沒有一寸主權讓步，沒有一寸尊嚴的

喪失。六項協議的實施，讓兩岸經貿往來更為方便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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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但大陸貨品登台受到比以前更嚴格的通關檢驗及檢

疫管制，大陸觀光客來台仍依規定通關入出境，中華民

國主權毫無改變，毫無退讓。 

肆、多數民意支持兩岸會談 

一、民眾滿意「江陳會談」四項協議成果 

兩次「江陳會談」順利完成六項協議的簽署，也獲得多

數民意的支持。民調顯示約六成民眾支持第一次「江陳

會談」簽署的週末包機和大陸觀光客來台兩項協議。第

二次「江陳會談」的四項協議，更獲得大多數民意的支

持，例如兩岸包機建立「截彎取直」的新航路、海運直

航及兩岸「郵政合作」的滿意度都超過八成。【「空運

協議」（62.7%~80.4%）、「海運協議」（62.9%~80.9%）、

「郵政協議」（71%~84.6%）、「食品安全協議」（66.6%

至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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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陳會談」具體成果有助於台灣經濟發展 

兩岸協商以攸關人民福祉及權益的民生、經濟議題為

主，民調結果，有超過六成的民眾（60.3%~61.8%）認為

「江陳會談」簽署的協議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好的影響，

認為有不好的影響僅佔14.4%；同時有五成的民眾認為

對台灣整體發展是有利的。對4項協議內容，52%的民眾

認為利大於弊、18%認為弊大於利，利弊各半的占6%，

顯示民眾認同這次協議的簽署對台灣的經濟與發展有

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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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眾高度支持兩會制度化的協商機制 

民調顯示，七成以上的民眾支持透過兩岸制度化的協商

機制，解決兩岸交流的問題，同時贊成在兩會架構下兩

岸「政府官員直接對談」的協商方式能夠繼續下去

（74.7%）。官員參與實際談判的模式有助於實質問題的

解決，民眾贊成目前的協商模式。 

 

 

 

 

 

 

 

伍、第三次「江陳會談」的展望 

第三次「江陳會談」將延續「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的

協商主軸，從定期航班安排，進一步擴大直航效益，到推動

兩岸金融合作，實現陸資來台投資以及建構共同打擊犯罪及

司法互助的合作機制，預期透過雙方簽署協議，將更進一步

體現兩岸經貿關係的正常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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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大議題，三項協議 

根據兩會共識，第三次「江陳會談」將在今年上半年舉

行，協商範圍包括：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兩

岸定期航班、兩岸金融合作及陸資來台投資等四大議

題，並已陸續由雙方專業部門展開業務溝通，預期在業

務溝通告一段落後，即可進行第三次「江陳會談」預備

性磋商，就會談的時間、地點、協議簽署等事項，作成

具體安排。預計四大議題中陸資來台將透過「共同聲明」

或「共同意見」方式宣布，其他三大議題將簽署協議。 

二、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是健全兩岸交

流秩序的基石 

在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方面，協商重點在建構

民刑事司法互助機制，並就重點打擊的各類型犯罪、偵

查合作、資訊交換、人犯遣返等，建立常態化合作機制，

以確保兩岸人民權益，提升司法案件的處理效率。 

三、空運定期航班協議將擴大平日包機成果 

目前兩岸平日包機每週雙方共飛108班，我方8個航點與

大陸21個航點互飛。另有貨運包機在大陸上海、廣州航

點與我方桃園、高雄小港航點之間運作。定期航班協商

的重點，將在既有平日包機的基礎上，實現兩岸空運航

班常態化的運作，並就航路的優化及航班、航點的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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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進行配套的安排，希望全面提升航空運輸效率及服

務品質。 

四、兩岸金融合作協議為兩岸金融業市場准入奠基 

在兩岸金融合作方面，包括四項子議題：銀行業、證券

及期貨業和保險業三項監理MOU及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

制。考量三項金融業MOU技術性甚高，且不同業別的要

求也有所差異，再考量兩岸金融合作範圍很廣，舉凡市

場准入、台商融資等都是雙方關切的重點，因此，目前

規劃是由兩會簽署整體性的兩岸金融合作協議，將三項

MOU的共通部分、貨幣兌換及其他金融合作事項，納入

協議範圍，再賦予各業別金融監理機關進行監理合作的

細部安排及三項MOU後續洽簽。在完成兩岸金融合作協

議及三項MOU簽署後，雙方也將展開後續市場准入協

商，兩岸金融往來也將進入嶄新的時代。 

五、開放陸資來台協商為實現兩岸雙向投資鋪路 

過去兩岸投資以單向為主，台灣資金到大陸投資與日俱

增，但陸資來台投資仍在禁止之列，形成兩岸資金流動

單向傾斜的問題。這次會談亦納入陸資來台投資議題，

針對開放陸資來台投資製造業、服務業、愛台十二項建

設及不動產等，就雙方政策、法令、開放方式及項目等

進行溝通及對話。由於雙方對於促成陸資來台都有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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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願及明確的政策，未來大陸方面將會組團來台考

察，並透過後續的各項安排，逐步落實陸資來台投資，

為台灣經濟引進更多活水。 

陸、結語 

兩岸對話與協商是兩岸關係良性開展的必要條件，兩岸

恢復制度化協商管道，兩次「江陳會談」的舉行及簽署六項

協議，為兩岸關係樹立了歷史里程碑，也為將來兩岸持續推

動協商、交流及合作確立了運行軌道，開啟了「擱置爭議，

追求雙贏」的兩岸新局。 

兩岸協商達成的共識及兩會簽署的協議，不僅是兩岸關

係發展的歷史性突破，也是強化未來國家生存發展及增進台

灣民眾福祉的重要一步。展望未來，我們期待兩岸雙方在兩

次會談成果的基礎上，順利推動及完成第三次「江陳會談」，

以進一步落實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並擴大兩岸協商可以為

兩岸人民帶來的各種效益。我們更期待兩岸雙方能夠透過制

度化協商機制的持續運作，累積經驗，增進互信基礎，為兩

岸關係的更大突破作出更多貢獻，締造兩岸和平發展的新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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