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兩岸協商優先議題

對於兩岸下次協商，民眾比較關切且希望達成協

議的議題，依序是「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

（57.2%）、「避免雙重課稅」（52%）、「兩

岸標準檢測及認證合作」（48.4%）、「兩岸漁

業勞務合作」（26.9%）。

七、結語

此次會談奠定兩岸兩會制度化協商常態運作，對

促進兩岸關係正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各項協

議也是社會各界長期以來殷切的期盼，有助於兩

岸交流秩序的建立。新的民意再次肯定大陸政策

推動方向是正確的，相關的效益也將陸續顯現。

未來，政府將持續以「成熟、穩健、有節奏」的

方式，在維護台灣主權的前提下，務實進行兩岸

協商，循序漸進推展兩岸關係，為2300萬台灣人

民的權益把關，為台灣的優勢競爭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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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民眾對第三次「江陳會談」的看法三、協商成果有助於台灣經濟發展

本次協商議題以兩岸經貿正常化為主軸，民

調結果顯示，六成六的民眾認為此次會談所

達成的三項協議及一項共識，對台灣的經濟

發展有「好的影響」，遠高於「不好的影

響」及「沒有影響」。

四、協商符合台灣利益，

　　主權並無矮化

超過五成以上的民眾肯定協商成果維護了台

灣的利益，同時國家的主權也沒有受到矮

化。顯示政府「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

的兩岸協商立場獲得民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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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眾支持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

超過七成以上的民眾支持透過兩岸制度化的協商

來處理兩岸交流問題。同時，每年進行兩次制度

化的高層會談，大多數民眾（58.1%）認為這樣的

頻率「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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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協商處理兩岸交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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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標準檢測及認證合作48.4%
避免雙重課稅52%
不知道/無意見8.2%

1.對於透過兩岸制度化的協商
來處理兩岸交流的問題，請
問您支不支持？

2.這次協商達成「兩岸共同打
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包括人犯遣返、協助偵辦、
人道探視等，請問您對這項
協商結果滿不滿意？

3.這次協商達成「兩岸空運補
充協議」，包括增加航點及
航班等，請問您對這項協商
結果滿不滿意？

4.這次協商簽訂整體性的「兩
岸金融合作協議」，請問您
對這項協商結果滿不滿意？

5.這次會談雙方達成促進兩岸
雙向投資的共識，請問您是
否滿意這項結果？

6.這次會談簽署三項協議、達
成一項共識，請問您認為對
台灣的經濟發展，是有好的
影響、還是有不好的影響？

7.請問您認為這次協商成果有
沒有維護台灣的利益？

8.請問您認為這次協商成果有
沒有矮化國家的主權？

9.請問您對這次「江陳會談」
整體的結果感到滿不滿意？

10.兩岸目前一年進行兩次制
度化高層會談，請問您認為
這樣的協商次數是剛剛好、
太多、還是太少？

11.兩岸下次協商預定討論下
面幾項議題，請問您比較關
切，希望優先達成的協議有
哪些？(複選)

一、前言

兩岸兩會第三次「江陳會談」於今年4月在

大陸南京召開，此次會談在「對等、尊嚴、

務實、互利」的原則下，順利簽署「共同打

擊犯罪及司法互助」、「空運補充」、「金

融合作」三項協議，以及達成「陸資赴台投

資」一項共識。

為瞭解民眾對這次協商的看法，陸委會於會

談後委託專業民調機構進行民意調查。調查

顯示，大多數民眾正面評價及滿意此次協商

的結果，並贊成透過兩岸制度化協商處理交

流的各項問題，最新的協商成果獲得最新的

民意支持。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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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臺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2號15至1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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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眾高度肯定兩岸協商成果

超過六成以上的民眾滿意此次會談整體結

果，同時也有六成至七成八的民眾對此次會

談個別的協商成果持滿意的態度。【兩岸共

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78.8%）、兩

岸空運補充協議（71.8%）、兩岸金融合作

協議（5 8 . 8 %）、兩岸雙向投資共識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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