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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維護台灣利益

對台灣經濟長期發展的影響

制度化協商處理兩岸交流問題 下次協商談「投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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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會談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和「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民眾均給予

正面肯定的評價，分別有六成一及七成三的民眾感

到滿意。

兩岸制度化協商是兩岸關係發展最重要的

指標，也是兩岸溝通、處理問題最有效的機

制。第五次「江陳會談」於99年6月29日在大陸

重慶舉行，兩岸順利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ECFA）和「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

協議」（IPR）2項攸關台灣經濟發展的協議，

幫助台灣打開國際市場，為兩岸經貿環境奠定

堅實的基礎。

協議簽署後所做的民調顯示，此次會談的協

商成果，受到民意的高度支持與認同，未來政府

將持續秉持協商過程透明化、公開化的原則，充

分尊重民意、擴大溝通，讓政府大陸政策的推動

能獲得更大的共識。

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中的早期收穫

產品清單裡，台灣產品有539項可以零關稅或降低

關稅銷往大陸，其中包括18種農漁產品，如：香

蕉、柳橙、哈密瓜、石斑魚、茶葉以及蘭花等，

可以免關稅進入大陸市場。對於這樣的協議內

容，有超過半數以上的民眾持滿意的態度。

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協商中，對於

民進黨政府早已開放的毛巾、寢具、成衣、鞋業等

17項大陸產品進入台灣，現在的政府並沒有進一步

下降這些大陸產品的關稅，也沒有開放任何新的項

目，政府堅守保障弱勢傳統產業的承諾，有五成三

的民眾給予肯定。

有六成二的民眾認為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有助於台灣與其他國家商簽

自由貿易協定（FTA），且

有近六成的民眾認為協議對

台灣經濟的長期發展有「好

的影響」。

高達近八成的民眾贊成兩岸繼續透過制度化的協

商，來處理兩岸交流問題；而對於兩岸下次會談預定

商談「投資保障」的議題，有七成一的民眾表示支

持。顯示政府積極經由兩岸持續的溝通與協商，維護

國家利益、主權、以及台灣人民權益的作法，符合民

意的期待。

馬總統上任二年多來，政府始終秉持「以台灣

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一路堅定推動兩岸制

度化協商的這條「守護台灣」、「為民興利」的路

線，希望能為台灣2300萬人民創造更多的福祉，這

也是國人殷切的期盼，事實證明，政府用心與努力

的成果，民眾看到了，也給予高度的肯定與支持。

兩岸協商的成果由全民共享，一直是政府努力

的目標。此次會談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是以照顧中小企業和傳統產業為主，也獲致多數國人

正面的評價。未來台灣在面對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

的同時，政府將繼續推動「壯大台灣、連結亞太、佈

局全球」的路線，為台灣經濟創造更多的優勢條件，

引領「世界走進台灣、台灣走向世界」。

這次協商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有539項的台灣產品銷往大陸，可以零關稅或降低關
稅負擔，請問您對這項協商成果滿不滿意？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署後，台灣農漁產
品有18種可以免關稅進入大陸市場，包括香蕉、柳
橙、哈密瓜、石斑魚、茶葉以及蘭花等，請問您對這
樣的協商成果滿不滿意？

民進黨政府早已開放毛巾、寢具、成衣、鞋業等17項
大陸產品進入台灣，影響台灣的弱勢產業，現在政府
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協商中，並沒有
進一步下降這17項大陸產品的關稅，也沒有新增加任
何開放的項目，請問您認為政府這樣做有沒有保障台
灣弱勢產業？

請問您認為政府與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是不是有助於台灣與其他國家商談洽簽自
由貿易協定（FTA）？

請問您認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對
於促進台灣經濟的長期發展是有好的影響、不好的影
響，還是沒有影響？

整體而言，請問您對這一次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的協商成果滿不滿意？

這次協商簽署了「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包
括加強取締兩岸盜版仿冒、解決台灣專利與商標在大陸
申請註冊等問題，請問您對這項協商成果滿不滿意？

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這次會談簽署的「兩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ECFA）與「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
協議」，有沒有維謢台灣的利益？

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這次會談簽署的「兩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與「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
有沒有矮化國家的主權？

請問您贊不贊成兩岸繼續透過制度化的協商，來處理
兩岸交流的問題？

兩岸下次協商談投資保障，請問您支不支持？

滿意 54.8%
不滿意 24.8%
不知道/無意見 20.4%

滿意 63.6%
不滿意 26.8%
不知道/無意見 9.5%

有 53.1%
沒有 36.7%
不知道/無意見 10.3%

是 62.6%
不是 25.9%
不知道/無意見 11.4%

好的影響 59.2%
不好的影響 20.8%
沒有影響 10.2%
不知道/無意見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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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 30.0%
不知道/無意見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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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 17.4%
不知道/無意見 9.5%

有 66.8%
沒有 22.5%
不知道/無意見 10.7%

有 29.8%
沒有 58.9%
不知道/無意見 11.3%

贊成 79.3%
不贊成 15.9%
不知道/無意見 4.8%

支持 71.0%
不支持 22.4%
不知道/無意見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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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六的民眾肯定這次會談簽署的2項協議有維

護台灣的利益，同時有近五成九的民眾認為沒有矮化

國家主權，顯示政府堅持台灣主體性和兩岸對等協商

的立場，獲得多數國人的支持。

調查日期：99年7月2-4日
樣本數：1,114份
抽樣誤差：±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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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徵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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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做到「保障弱勢傳產」的承諾 維護利益、鞏固主權 協商對話、經貿優先

結語

附表 民眾對第五次「江陳會談」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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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與賴主委訪視台灣傳統產業

馬總統說：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讓台灣的經濟裝上翅膀，趁勢高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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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協商處理兩岸交流問題 下次協商談「投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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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會談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和「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民眾均給予

正面肯定的評價，分別有六成一及七成三的民眾感

到滿意。

兩岸制度化協商是兩岸關係發展最重要的

指標，也是兩岸溝通、處理問題最有效的機

制。第五次「江陳會談」於99年6月29日在大陸

重慶舉行，兩岸順利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ECFA）和「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

協議」（IPR）2項攸關台灣經濟發展的協議，

幫助台灣打開國際市場，為兩岸經貿環境奠定

堅實的基礎。

協議簽署後所做的民調顯示，此次會談的協

商成果，受到民意的高度支持與認同，未來政府

將持續秉持協商過程透明化、公開化的原則，充

分尊重民意、擴大溝通，讓政府大陸政策的推動

能獲得更大的共識。

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中的早期收穫

產品清單裡，台灣產品有539項可以零關稅或降低

關稅銷往大陸，其中包括18種農漁產品，如：香

蕉、柳橙、哈密瓜、石斑魚、茶葉以及蘭花等，

可以免關稅進入大陸市場。對於這樣的協議內

容，有超過半數以上的民眾持滿意的態度。

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協商中，對於

民進黨政府早已開放的毛巾、寢具、成衣、鞋業等

17項大陸產品進入台灣，現在的政府並沒有進一步

下降這些大陸產品的關稅，也沒有開放任何新的項

目，政府堅守保障弱勢傳統產業的承諾，有五成三

的民眾給予肯定。

有六成二的民眾認為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有助於台灣與其他國家商簽

自由貿易協定（FTA），且

有近六成的民眾認為協議對

台灣經濟的長期發展有「好

的影響」。

高達近八成的民眾贊成兩岸繼續透過制度化的協

商，來處理兩岸交流問題；而對於兩岸下次會談預定

商談「投資保障」的議題，有七成一的民眾表示支

持。顯示政府積極經由兩岸持續的溝通與協商，維護

國家利益、主權、以及台灣人民權益的作法，符合民

意的期待。

馬總統上任二年多來，政府始終秉持「以台灣

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一路堅定推動兩岸制

度化協商的這條「守護台灣」、「為民興利」的路

線，希望能為台灣2300萬人民創造更多的福祉，這

也是國人殷切的期盼，事實證明，政府用心與努力

的成果，民眾看到了，也給予高度的肯定與支持。

兩岸協商的成果由全民共享，一直是政府努力

的目標。此次會談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是以照顧中小企業和傳統產業為主，也獲致多數國人

正面的評價。未來台灣在面對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

的同時，政府將繼續推動「壯大台灣、連結亞太、佈

局全球」的路線，為台灣經濟創造更多的優勢條件，

引領「世界走進台灣、台灣走向世界」。

這次協商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有539項的台灣產品銷往大陸，可以零關稅或降低關
稅負擔，請問您對這項協商成果滿不滿意？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署後，台灣農漁產
品有18種可以免關稅進入大陸市場，包括香蕉、柳
橙、哈密瓜、石斑魚、茶葉以及蘭花等，請問您對這
樣的協商成果滿不滿意？

民進黨政府早已開放毛巾、寢具、成衣、鞋業等17項
大陸產品進入台灣，影響台灣的弱勢產業，現在政府
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協商中，並沒有
進一步下降這17項大陸產品的關稅，也沒有新增加任
何開放的項目，請問您認為政府這樣做有沒有保障台
灣弱勢產業？

請問您認為政府與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是不是有助於台灣與其他國家商談洽簽自
由貿易協定（FTA）？

請問您認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對
於促進台灣經濟的長期發展是有好的影響、不好的影
響，還是沒有影響？

整體而言，請問您對這一次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的協商成果滿不滿意？

這次協商簽署了「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包
括加強取締兩岸盜版仿冒、解決台灣專利與商標在大陸
申請註冊等問題，請問您對這項協商成果滿不滿意？

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這次會談簽署的「兩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ECFA）與「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
協議」，有沒有維謢台灣的利益？

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這次會談簽署的「兩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與「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
有沒有矮化國家的主權？

請問您贊不贊成兩岸繼續透過制度化的協商，來處理
兩岸交流的問題？

兩岸下次協商談投資保障，請問您支不支持？

滿意 54.8%
不滿意 24.8%
不知道/無意見 20.4%

滿意 63.6%
不滿意 26.8%
不知道/無意見 9.5%

有 53.1%
沒有 36.7%
不知道/無意見 10.3%

是 62.6%
不是 25.9%
不知道/無意見 11.4%

好的影響 59.2%
不好的影響 20.8%
沒有影響 10.2%
不知道/無意見 9.9%

滿意 61.1%
不滿意 30.0%
不知道/無意見 8.9%

滿意 73.1%
不滿意 17.4%
不知道/無意見 9.5%

有 66.8%
沒有 22.5%
不知道/無意見 10.7%

有 29.8%
沒有 58.9%
不知道/無意見 11.3%

贊成 79.3%
不贊成 15.9%
不知道/無意見 4.8%

支持 71.0%
不支持 22.4%
不知道/無意見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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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六成六的民眾肯定這次會談簽署的2項協議有維

護台灣的利益，同時有近五成九的民眾認為沒有矮化

國家主權，顯示政府堅持台灣主體性和兩岸對等協商

的立場，獲得多數國人的支持。

調查日期：99年7月2-4日
樣本數：1,114份
抽樣誤差：±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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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徵信所

前言1

2 協商利益、全民共享

3

4

5

6 7

8
關稅優惠、提升競爭

政府做到「保障弱勢傳產」的承諾 維護利益、鞏固主權 協商對話、經貿優先

結語

附表 民眾對第五次「江陳會談」的看法

壯大台灣、佈局全球

99年7月 出版

七
成
九
的
台
灣
民
眾
支
持
兩
岸
制
度
化
協
商

馬總統與賴主委訪視台灣傳統產業

馬總統說：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讓台灣的經濟裝上翅膀，趁勢高飛 !

正面

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