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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江陳會仍以協商經貿事項為主，超過半

數的民眾持贊成的態度，包括兩岸標準計量檢驗

認證合作、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兩岸漁船

船員勞務合作，都有5成到6成5的民眾支持簽署

相關協議。

人民的需求是政府推動政策的基礎，民意

支持更是政策有效落實的關鍵，尤其兩岸政策

是受到民意高度影響的公共政策，政府一再強

調的「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其核心價

值就是維護主權、尊重民意，符合人民的期

待。

兩岸經貿往來密切，經貿交流秩序的建立

刻不容緩。第四次「江陳會談」在台中舉行並

順利簽署三項協議。為促進兩岸經貿關係的制

度化發展，這次協商以經貿為主軸，民調結果

顯示，協商成果受到民眾的肯定與好評。政府

將持續推動兩岸制度化協商，並在資訊公開透

明的基礎上，透過與各人民團體、基層民眾直

接雙向的溝通，以贏得更高的民意支持。

兩岸制度化協商對於緩和台海的緊張情勢具

有重要意義，兩岸由「對峙」走向「對話」。民

調顯示，近7成民眾

認為制度化協商有助

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穩

定，絕大多數民眾也

贊成兩岸制度化協商

應持續進行下去。

協商過程中，兩岸官員是實際談判的主體；協

議簽署後，雙方的行政主管部門也建立起業務聯繫

管道，能針對交流衍生的問題，即時通報、迅速處

理。調查顯示，六成

以上的民眾認為兩岸

建立主管部門間的溝

通協商管道，有助於

處理兩岸交流衍生的

問題。

這次會談有關「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

作」的協商，因技術性問題未能簽署協議，近五成

八的民眾贊成政府延後

簽署協議的決定。未來

兩岸租稅協議將在雙方

充分交換意見，並在台

灣最大利益的前提下，

再行簽署。

這次會談也針對兩岸第五次會談做了溝通與安

排，經我方積極爭取，雙方已同意將「智慧財產權

保護」列為協商議題；另雙方也同意將「兩岸經濟

協議」（ECFA）列為重點協商的議題。調查顯示，

分別有73%及55%的民眾贊成優先協商這兩項議題。

馬政府上台以來，台灣透過制度化協商改善兩

岸關係、促進台海與區域和平所做的努力，受到國

內民眾的認同與國際社會的歡迎。未來政府將持續

秉持「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先急後緩」

的順序，循序推動兩岸協商；依循「國家需要、民

意支持、國會監督」的原則，處理兩岸所簽各項協

議，期能積極發揮台灣優勢，促進兩岸的良性互動

與繁榮發展。 

賴主委接見大陸海協會陳會長暨協商代表

賴主委拜會王院長說明「江陳會談」情形

是否支持租稅協議延後簽署

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對人民健康有無助益

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           漁船船員勞務合作

制度化協商對兩岸關係有無助益 

請問您支不支持第4次江陳會談兩

岸達成工業產品標準檢驗、認證

以及消費品安全的協議？

請問您支不支持第4次江陳會談兩

岸達成漁船船員勞務合作的協議，

處理存在15年的大陸漁工問題？

兩岸在第4次江陳會談將達成農產

品檢疫、檢驗和疫情通報的協

議，請問您認為這樣對維護人民

的健康有沒有幫助？

請問您認為目前的兩岸制度化協

商，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有沒

有幫助？

請問您支不支持兩岸制度化協商

應該要繼續進行？

透過兩岸協商，可建立雙方業務

主管部門官員的溝通、協商管

道，請問您認為這對處理兩岸交

流衍生的問題有沒有幫助？

這次避免雙重課稅的議題，由於

少部份技術性問題未達成共識，

來不及完成簽署，請問您支不支

持政府這次延後簽署的決定？

請問您贊不贊成兩岸下次協商談

有關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問題？

請問您贊不贊成兩岸下次協商談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支持  65.3%

不支持  17.2%

不知道/無意見  17.5%

支持  50.2%

不支持  20.8%

不知道/無意見  29%

有幫助  61.3%

沒有幫助  27.5%

不知道/無意見  11.3%

有幫助  68.3%

沒有幫助  24.3%

不知道/無意見  7.4%

支持  64.7%

不支持  22.1%

不知道/無意見  13.2%

有幫助  63%

沒有幫助  24.9%

不知道/無意見  12.1%

支持  57.7%

不支持  19%

不知道/無意見  23.3%

贊成  73.3%

不贊成  14%

不知道/無意見  12.7%

贊成 54.6%

不贊成  23.7%

不知道/無意見  21.7%

調查日期：98年12月11-13日

98年12月25-27日

調查對象：台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委託單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調查單位：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民意與政策研究中心

智慧財產權保護                兩岸經濟協議（ECFA）

兩岸制度化協商是否繼續進行

兩岸業務主管部門溝通對處理兩岸交流問題有無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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