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大陸與港澳情勢 
 
一、中共航空能力發展 

歐錫富博士主稿 

 

▓中共軍用、民用飛機市場分為俄羅斯、歐美把持。中

共能製造第3代戰機發動機，但美國已部署第4代戰機
發動機。 

▓透過改善空空導彈性能，提高飛機武器作戰效能。中

共紅外空空導彈優於國外第3代，但與先進國家仍有差
距。 

▓歐美國家壟斷大型民航機及其所需發動機市場。中共

發展大型飛機可從軍用運輸機切入，再轉型為民用飛

機。 
▓中共展示飛彈防禦體系概念，包括反偵察、抗干擾、2
次打擊等手段。整體導彈水平達國外90年代中後期水
平。 

 

（一）航空產業現況 
俄羅斯在中共軍用飛機市場擁有最大的占有率，包括Su-27/30戰

鬥機、Il-76/78運輸/加油機等。最近瀋陽飛機公司組裝的殲-11，成都
飛機公司研製的殲-10、FC-1梟龍外銷型戰鬥機，也都使用俄國進口
的發動機（余平，頁33）。在民用飛機方面，歐洲的空中巴士與美國的波音

公司的市場占有率最高。目前中共營運的960架民用飛機中，波音飛
機 583 架 ， 空 中 巴 士 265 架 ， 其 他 112 架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06-

11/03/content_5286860.htm)。 
由於自產飛機不居主流產品地位，近年來中共有自主研製大型飛

機及發動機的主張。中共與空中巴士在天津設廠組裝A-320客機，或
許是從組裝到自製的一步，但與自主研製還有一段距離。在發動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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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1980年代，中共決定研製昆崙與太行發動機。2003 年昆崙渦噴
發動機研製成功，顯示中共能夠研製第2代戰鬥機的心臟。太行渦扇
發動機作用一是配置新型殲機，一是作引進型飛機的後繼動力。太行

發動機需要實現從中等推力到大推力的跨越，與昆崙相比推力提高約

5千公斤，達到國際第3代戰機的水平。太行可媲美俄國Su-27的Al-31
、美國F-16、F-15的F-100、F-11發動機，但畢竟是第3代戰機的技術
水平。美國研製的第4代戰機F-22已經開始部署，其技術又領先20年
左右（余平，頁33-34）。太行發動機問世時，在世界市場就不是先進產品。 

 
（二）空對空導彈 
未來空戰特點可歸納為全天候、全天時、全信息與空天地。即不

管什麼氣象條件，不管白天或黑夜，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手段，外層空

間、大氣層與地面相互支援的精確打擊與攻防對抗。對於航空機載武

器要求：1.具高可靠性，能適應惡劣環境。2.具良好抗干擾性能，能抵
抗、抑制各種有源與無源干擾。3.具良好適配性，能掛載多種飛機。4.
具內埋或保形的狀態，能減少對飛機外形與反射面積的影響。5.具信息
融合能力，能綜合多方面信息。6.具更遠、更高的攻擊能力，能打擊遠
距離與大氣層外的目標(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6-10/31/content_4271513_1.htm)。 

在先視、先射、先毀的概念下，先進國家採取一代平臺，幾代武

器的發展策略，透過改善空空導彈性能，提高飛機武器系統的作戰效

能。90年代俗稱3代半的改進紅外空空導彈相繼出現，例如美國響尾
蛇AIM-9M、俄國P-73。目前先進國家更推出第4代空空導彈。中共的
PL-9C、PL-5E、天燕90，都屬於高於第3代的紅外空空導彈。由於包
括總體、導引、制導、引爆、動力等國外技術發展相當快，目前中共

與 世 界 先 進 水 平 還 有 一 定 差 距 ， 但 正 在 不 斷 縮 小 中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6-10/31/content_4271513.htm) 。 
 

（三）發展大型飛機 
2010年中共估計旅客運輸量將達2.7億人次，貨物運輸量57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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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飛機需求強勁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06-11/28/content_5402547.htm)。中共更

需要大型飛機平臺改裝成預警機、加油機、電子干擾機等特種飛機。

中共大型飛機發展面臨困難有：1.歐美國家在支線以上規格的民航機
及其所需的發動機已經形成壟斷，其他國家在成本、可靠性與維修等

方面很難競爭。即使是在民航機設計與製造相當先進的俄國，已經被

擠出國際民航機市場。2.民航機安全性在飛機各項性能指標具關鍵地
位，飛機廠商建立品牌與信譽非常重要。3.飛機廠商在獲得一定數量
定單後才會全面製造飛機，市場成為調節產品發展的重要因素(江雨，頁14-

15)。 
中共大型飛機在沒有進行足夠使用時間累積和驗證前就投入市場

，用戶很難對產品產生信心，中共對大型飛機的切入點在軍用運輸機

。在軍用運輸機投入使用後，設計單位就可從軍用運輸機獲得的設計

與製造經驗，按照民用運輸機的規格開發1種以貨物運輸為主要功能
的民用貨機。接著發展民航機技術驗證機，在技術驗證機與民用貨機

的基礎上，實現民航機的技術準備工作(江雨，頁17)。 
 

（四）國家飛彈防禦概念 
最近珠海航展中，中共首次顯示飛彈防禦體系(NMD)概念，包括進

行反偵察、抗干擾、2次打擊等手段。透過參展近20種導彈，包括防
空、海防、地地3大系列，展示中共導彈武器系統實施全面、有效防
禦過程。在探索和應用空間領域成就有：研製生產的不同控制制導方

式、可針對不同目標的導彈武器系統，包含戰略與戰術彈道導彈，防

空反導導彈，對海、對地、對雷達飛航導彈，在遠程精確打擊、防空

反導、爭奪作戰空間、打擊敵人信息鏈方面，具有相當實力

(http://www.wenweipo.com/news.phtml?news_id=CH0610310002&cat=002CH)。 
近年來中共已經基本形成針對偵察、干擾、打擊信息鏈、轟炸等

防禦體系。中共不但擁有反預警機及相關導彈，還有針對進攻體系干

擾的電磁反干擾能力。中共具有2次打擊能力，如果外國用激光摧毀
中共的衛星等武器系統，中共同樣可以摧毀他們的衛星等。中共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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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導彈等方面技術已經相當先進，以目標導彈為圓心，以2.5米為半
徑，可以要打那裡就打那裡。但就導彈總體水平而言，中共目前僅達

到國外90年代中後期水平(Ibid)。  
 
參考書目 

1.江雨，「試析中國大型飛機產業的發展方向」，現代兵器，2006.11，頁 14-17。 

2.余平，「中國新型戰機治愈心臟病」，廣角鏡月刊，2006.8，頁 32-34。 

 

二、近期中、日加強對印度關係之意涵與影響 
 

中興大學蔡明彥副教授主稿 

 

▓中共加強對印度關係乃基於經濟、外交與軍事考量，

近期雙邊合作涵蓋經貿、防務與邊界問題。 

▓日本配合布希政府在亞太地區對中共採取的「防範」

戰略，正積極發展日印戰略對話機制。 

▓中日重視與印度之交往，一方面顯示印度的大國地位

逐漸受到重視，另一方面凸顯中日存在戰略競爭關係

，且日本在追求「正常化國家」地位時，正尋求在亞

太地區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一）中共加強中印關係之考量與具體作為 
2006年11月20日至30日，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印度，此為

1996年江澤民訪問印度10年以來，中共領導人再度出訪印度。現階段
中共之所以重視中印關係之發展，主要基於以下因素的考量： 
1.經濟上，近年來印度經濟快速成長，中共加強發展中印關係，提升
雙方在經貿、科技、太空與生技等領域的合作，符合中共推動國內

經濟發展的需求。 
2.外交上，在印度國力逐漸崛起後，美、日紛紛加強與印度之合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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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2006年3月3日，美國布希總統訪問印度，與印度建立「戰略伙
伴」關係，目的之一在於牽制中共不斷崛起的區域影響力（Ashton B. Carter, 

“America’s New Strategic Partner?” Foreign Affairs, Vol.85, No.4, July/August 2006, pp.33-44.）。中共加強中

印雙邊合作關係，可防止印度在外交上倒向美、日等國，避免出現

不利中共的國際局勢。 
3.軍事上，印度的軍事力量發展快速，未來可能建立亞洲最大規模的
海軍武力（解放軍報，2006.11.21），倘若中印關係交惡，將使中共在西南方面

臨來自印度的軍事牽制，衝擊中共的外在安全環境。 
    基於前述因素考量，胡錦濤將此次出訪印度的目的，定位為「加
深友誼、增進互信、擴大合作、規劃未來」（大公報，2006.11.22）。胡錦濤在

訪問印度期間，與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發表「聯合宣言」，同意

未來雙邊關係推展的重點包括： 

1.建立對話機制：中印將在國內、區域與國際事務上加強合作，雙方
並簽署「中印外交部合作議定書」，尋求加強外交部門在各領域議

題的聯繫與對話（文匯報，2006.11.22）。 

2.加強經貿合作：雙方將經貿合作視為兩國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的重要
組成，並計劃在2010年時將中印雙邊貿易額提升到400億美金（大公報，

2006.11.22）。 

3.提升防務合作：中印同意履行在2006年5月29日簽署的「中印國防部
防務領域交流與合作諒解備忘錄」，加強兩國間的防務合作（文匯報，

2006.11.22）。 
4.解決邊界問題：雙方同意加快邊境問題談判，並將邊界問題的早日
解決視為兩國的戰略目標。在邊界問題解決之前，中印同意根據雙

方在1993年、1996年與2005年簽署的協定，維持邊境地區的穩定（文

匯報，2006.11.22）。 
5.加強科技合作：中印同意加強在科技領域的合作，重點包括：（1）
地震工程；（2）氣候變化與天氣預報；（3）先進材料奈米技術（4
）以生物奈米為主的生物技術與製藥。此外，雙方也同意加強在太

空科技的合作，包括衛星遙感、衛星通訊、衛星氣象與衛星發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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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文匯報，2006.11.22）。 
 

（二）日本加強日印關係之考量與具體作為 
近期日本與印度雙邊高層互訪頻繁，顯示日本逐漸重視日印關

係的推展。日本重視日印雙邊關係的提升，主要受到美國亞太政策

的影響。美國布希政府在2006年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將中
共視為「處在戰略十字路口國家」，一方面與中共進行「交往」，

鼓勵中共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另一方面在

亞洲推動「防範」（hedging）戰略，加強與美國亞太盟友的外交與防務

合作，嚇阻中共挑戰區域現狀。2005年2月19日，日本與美國舉行「
2+2會議」，由雙方外交與國防部門主管宣示兩國在亞洲地區的共同
戰略目標，包括要求中共提升軍事透明度，並透過對話解決臺海問

題（Joint Statement: Japan-U.S.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19 February 2005）。2005年6
月8日，美國與印度簽署「美印防衛關係新架構」（New Framework for the US-India 

Defense Relationship），雙方開始加強防務合作，包括進行聯合軍演與建立情

報交流。2006年3月3日，布希總統訪問印度，更與印度建立「戰略
伙伴」關係。 

2006年9月29日，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在揭櫫外交施政目標時，
強調日本必須提升與美國在區域與國際議題的合作，同時加強與美國

、澳洲、印度等具有共同價值觀國家之間的對話（“Press Conference by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eptember 26, 2006,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nd Its Cabinet）。2006年10月31日，安倍內
閣宣布日本將發展與印度在安全保障、能源與經濟領域的合作，並且

建立日印戰略對話機制。觀諸近期日本推動日印關係之具體作為，主

要包括： 
1.防衛合作：2006年5月25日，日本防衛廳長官額賀幅志郎與印度國防
部長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簽署促進兩國國防交流的協議，雙方同意透

過防衛部門高層官員的定期會晤與各層級的交流，促進兩國在反恐

情報、反恐訓練、安全保障研究與防衛技術等方面的合作。印度甚

至希望日本國防工業在印度國防現代化過程扮演「特殊角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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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日本海上自衛隊與印度海軍的交流合作（新聞晨報，2006.5.27）。 
2.經貿合作：2006年12月15日，安倍晉三與來訪的印度總理辛格舉行
會談，雙方同意加強兩國經貿合作，並自2007年起針對締結日印經
濟合作協定舉行談判。同時，印度也積極爭取日本投資印度的核能

電廠發展計畫（新華社，2006.12.15）。 
3.外交與戰略對話：安倍與辛格同意將建立日印戰略伙伴關係，未來
兩國領導人將每年互訪一次，並且建立日印外長之間的戰略對話。

辛格在與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舉行會談時，表示日印「今後將在所有

戰略領域、地區與國際層面發展合作」（新華社，2006.12.15）。 
 
（三）中日印三邊關係互動之意涵與影響 

從近期中共與日本分別加強對印度的關係，可歸納出幾項影響未

來中日印三邊互動的觀察指標： 
首先，中共基於經貿與戰略考量，尋求加強中印關係，然而邊界

問題仍是雙方深化合作的主要障礙。中印雖已達成「解決邊界問題政

治指導原則協議」，但是雙方領土爭議面積達125,000平方公里（東段約

90,000平方公里，西段約33,000平方公里），未來能否完全解決邊界爭議，將是影響中

印建立長期穩定關係的最大變數。 
其次，日印關係的逐漸提升，是否使日美同盟由目前的「雙邊主

義」朝「多邊主義」發展，值得後續觀察。安倍首相在上臺後，宣示

將加強與美國、澳洲、印度等國的外交合作，此是否意味日本將進一

步配合美國的「防範」戰略，建立日、美、澳、印多邊戰略對話與合

作機制，將是觀察日美安保運作未來是否朝「多邊主義」發展的重要

指標。 
日本發展日印關係，有牽制中共的戰略考量。在日印的雙邊合作

關係中，印度方面希望藉由與日本關係的提升，獲取日方提供經貿與

工業技術的支持。日本則將日印合作重點放在外交與安全合作，試圖

建立日、美、印、澳多邊戰略對話機制，顯示日本在追求「正常化國

家」的過程中，正尋求在亞太地區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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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中共與日本在近期分別加強與印度之交往，一方面顯

示印度的大國地位正逐漸受到各國的重視，另一方面反映亞太地區大

國在發展經貿合作之際，仍存在戰略競爭關係，導致大國互動出現複

雜的「競合」態勢。 
 

三、2007年中共經濟政策趨勢分析 
張宇韶簡任秘書主稿 

 

▓2007年中共經濟政策主要是建立在「推行市場導向的
宏觀調控」、「發展農村經濟」、「改善產業結構，

調整政府職能」、「區域平衡發展」等四大面向。 

▓宏觀調控的重點在於「優化投資結構」與「擴大國內

消費需求」兩個層面；穩健、市場導向貨幣與財政政

策為主要手段。 

▓財政投資主要用於新農村建設，同時著重優化財政支

出結構。 

▓農村經濟工作的重點在於「農業現代化」、「增強農

業產出與農民收入」與「農民切身利益」3個層面。政
策涉及「制度」、「技術」、「誘因」與「基礎建設

」等內容。 

▓改善經濟產業結構，必需先改善中共的國家政府職能

與行政管理制度，「創新型國家」與「服務型政府」

為主要訴求。 

▓平衡區域發展著重「整體性」與「功能性」的設計規

劃。 

 

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5日至7日)、「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12月22日至23日)與「全國財政工作會議」(12月19至22日)已於

去（2006）年召開完畢，本文茲針對該3項工作會議內容進行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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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評估2007年中共經濟政策的趨勢。 
 

（一）持續推行「市場導向」的宏觀調控 

胡錦濤掌政以來，為了區隔與鄧江時期的經濟發展策略的差異，

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理論，為抑制經濟過熱與通貨

膨脹的危機，2004年4月提出「宏觀調控」後，隨即成為中共近年來
經濟政策的主軸。因為對胡錦濤而言，宏觀調控不僅是調整中國大陸

經濟秩序的政策內容，同時也是進行中共黨內政經資源再分配的政治

手段。 
由於中國大陸市場經濟仍處於不穩定的重整期，投資與消費、內

需與出口之間仍有甚多的結構矛盾。就投資面而言，中國大陸投資方

式其實是一種「沒有效率的增長」，將導致經濟生產效率遞減與投資

報酬下降等問題（這種投資擴張往往引起固定資產投資偏高、重複建設、資源浪費、能源短缺、產能過剩與

地方主義滋長等問題）。如果再加上國內疲軟的消費能力（據中新社報導中國大陸最終消費占

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今年前3季度的51.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

38.2％，均為歷史最低水準）以及失衡的國際收支等問題（根據中共官方統計，2006年前10個月，中

國大陸貿易順差累計達1,336.2億美元，遠超過2005年全年1,019億美元的水平﹔外匯儲備餘額已攀升至約1兆美元。），

都將使未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充滿危機與風險，也是北京政權必須繼

續採行「宏觀調控」政策的現實考量。 
為了改善此一困境，未來「宏觀調控」的實施重點在於「優化投

資結構」與「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兩個層面：就投資面而言，中共希

望改變過渡依賴貿易與投資帶動經濟成長的方式，漸漸以國內需求作

為主要動能；就需求面而言，中共希望增加居民與農民的消費能力，

這同時涉及提高農民與城鎮低收入者的經濟收入問題。此外，與既有

政策不同的是，在傳統「計畫與行政」手段外（特別是針對影響較大的特定產業，如「

房地產」、「能源」等），中共更將突出市場調節管理的功能，咸信「穩健的財

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為其主要內容。簡言之，為了確保「宏觀調控」

政策能達到「軟著陸」的目標，「政府與市場」良性互動甚為關鍵，

這同時也符合「規劃經濟」的基本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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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農村經濟工作 

由於「三農」問題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後果（根據新華社報導，中國大陸人均耕

地1.41畝，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薄弱，每年的災害損失達千億元；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相當於

國內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1/8和第三產業的1/4左右；最近發表的社會藍皮書中更指出，中國大陸前20％與後20％收入相

差高達18倍，主要低收入人口仍以農民為主），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僅是「

十一五規劃」的重點，更是「和諧社會」的主要指標。為了解決農業

發展困境，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了「農業現代化」、「增產增

收」與「農民切身利益」等政策方向，希望借由「制度」、「技術」

、「誘因」、「基礎建設」等面向，作為本年農村經濟工作的重點。 
首先，就「農業現代化」而言，政策目標在於提升農業生產技術

與改善農業經營管理方式（即「農業四個現代化」：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

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代發展理念引領農業），希望「基礎建設」與「觀念創

新」兩個層面，提高農業水利化、機械化與訊息化的程度，從而提高

土地的產出率與農業的農動生產，同時改變農民的經營方式，提高中

國大陸農業的素質、競爭與效率。再者，就「增產增收」而言，「四

項補貼」（種糧農民直補和良種、農機、農資補貼）為主要的政策內容，此外中共嘗試

擴大農業政策性保險試點範圍，使得農民逐步享有保險補貼，以達到

「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最後，在「保障農民生活」的部分，主要

在於強調「三個高於」原則（簡言之，2007年財政支農投入的增量要繼續高於上年，國家固定資產投

資用於農村的增量要繼續高於上年，土地出讓收入用於農村建設的增量要繼續高於上年）。除了政策宣示的

承諾與保證外，中共同時釋放「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

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農村醫療普及化」等政策利多，希

望解決中國大陸農民「上學難、看病難」的困境。 
 
（三）財政政策以農村建設與優化財政支為主 

由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已成為和諧社會的指標，中共財政

部長金人慶於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中表示，擴大農村公共投資為2007年
財政政策重心，此一規劃似乎延續了2006年的政策基礎。根據中共官
方統計，2006年用於三農建設的資金約為人民幣3,397億元，比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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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422億元，增長約為14.2％；基本建設支出預算用於農村建設為
45.7％，比2005年多1％；直接用於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投資為
313.8億元，比2005年增加5.5億元；2006年中共全面取消農業稅，農
民減少稅負約1,250億元，人均減負約140元。具體而言，2007年的農
村財政工作主要還是落實前述「三個高於」原則，內容包括促進現代

農業建設，擴大農村綜合改革試點範圍，創新財政扶貧開發機制，深

化支農資金整合試點，促進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等。 
除了前述惠農政策外，2007年財政政策工作主要是優化財政支出

內容，提高公共服務內容，主要政策方向為適當減少中央財政赤字、

加快社會保障工作、完善稅收制度並推動所得稅法兩稅合併、實施政

府收支分類、強化一般性轉移支付制度等。 
 
（四）改變產業結構、調整政府職能 

由於中共產業結構長期不合理，經濟增長方式又屬於「短期、粗

放掠奪」型態，這樣的經濟生產方式在中國大陸人民幣升值壓力趨重

、國際能源價格不斷攀升、入世的市場承諾開放等利空條件下更顯得

落伍、欠缺競爭力。因此，進行整體的經濟戰略調整與產業結構升級

已成為中共的燃眉之急。 
然而，經濟結構的調整、生產技術的創新、產業策略的規劃都涉

及國家能力的展現與政策的有效引導，已不是中共教條意識型態的「

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或「生產力／生產關係」的二元公式中可以找

到答案。換言之，如何從傳統「計畫官僚型」或「垂直管理型」政府

轉形成為「創新型國家」或「服務型政府」，已成為行政管理與經濟

發展的重要課題。值得注意的，相關概念已見於一年來「十一五規劃

」、「2006年政府工作報告」與「中共中央關於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
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中共官方報告中，但原則性的闡述（國際科技

進步和我國現代化建設都要求我們加緊建設創新型國家，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按照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

劃綱要提出的目標任務，不斷提高開放條件下的原始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仍甚於

制度的設計，「創新型國家」的相關內容仍有待評估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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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衡區域發展 
為了減緩區域發展差距的不良後果，在「協調發展」的思維下，

除早期西部大開發外，胡錦濤近年來又推出多項區域發展政策，如「

建設老東北工業基地」、「中部崛起」、「海峽西岸經濟區」等。新

的區域政策具有「資源移轉」（鼓勵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進行產業轉移，深化分工合作）、

「多元發展」（加大國家對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

地區、貧困地區的社會發展）、「區域分工」（支持中部地區承接東部地區和境外的產業轉移）、「地

方特色」（加強東北地區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建設，支持重大裝備研發製造，力爭在裝備製造業振興方面取得突破；

要繼續推進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等特徵。與過去政策相比較，「總體性」

與「功能性」將為主要考量。 
 

四、中國大陸安全事故頻發原因分析 
 

                             銘傳大學許志嘉副教授主稿 

 

▓2006年1至11月，中國大陸發生傷亡事故57萬6,323起，
死亡10萬1,942人。其中煤礦發生事故2,584起，死亡
4,236人， 

▓中國大陸公共安全事故發生的原因，「人禍」因素遠

高於「天災」，而主要是企業本身與監管的地方黨政

部門失職。 

▓2006年查處結案的11起特別重大事故，造成535人死亡
，直接經濟損失4.15億元人民幣。 

▓效率不高且充滿危險的中小型煤礦占中國大陸煤炭產

量的1/3。 
▓2005年超過4,500名政府官員在煤礦中非法持有股分，
並且經常對礦井違反生產安全的行為提供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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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事故減少但問題仍嚴重 
中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統計資料指出，2006年1至11月

，中國大陸發生各類傷亡事故57萬6,323起，死亡10萬1,942人，與前
一年同期分別下降10.3％和10.6％（中共國家安全監管總局網站，2006.12.4）。中共官方

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大陸公共安全事故發生案例與造成死亡人數都呈

現下降趨勢，但中國大陸公安事故發生案例和造成死亡人數仍然相當

嚴重。 
以長期受到關注的煤礦災變為例，2006年1至11月，中國大陸煤

礦發生事故2,584起，死亡4,236人，與前一年相比分別下降12.2％和
20.9％（中共國家安全監管總局網站，2006.12.4）。這樣的數據看起來似乎取得很大的

成績，但如果與美國相較，同期美國礦工遇難人數為47人（華爾街日報中文網

路版，2006.12.27），中國大陸礦工死亡人數仍然偏高。 
雖然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安全事故案件與死亡人數都呈現下降趨勢

，但中共官方也明白問題仍然很嚴重，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公共安

全事故發生的原因，「人禍」因素遠高於「天災」（第一財經日報，2006.12.22）。 
2006年12月21日，中共國家監察部副部長黃樹賢公布今年查處結

案的11起特別重大事故的調查與懲處情形，11起特別重大事故共造成
535人死亡，11人失蹤，直接經濟損失4.15億元人民幣（第一財經日報，

2006.12.22）；調查結果，被移送司法機關法辦的人員有117人，受到黨紀
政紀處分的有166人，其中有2人是省級幹部，主要是因拒不執行監管
部門監督，違反有關部門下達的監管指令，非法組織生產，或者是未

採取有效措施消除事故隱患，或者收受賄賂，不履行監管職責，濫用

職權，玩忽職守（中國網，2006.12.21）。 
 
（二）安全事故頻發主要原因分析 

從相關重大安全事故發生的原因來看，中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

理總局局長李毅中分析，中國大陸公安事故頻發的主要原因包括：第

一，企業和業主無視法律，非法違法生產；第二，發生事故的企事業

單位思想麻痺，無視安全，管理混亂，嚴重違章作業；第三，發生事

大陸工作簡報2007.1.10  13



故的地方及有關部門貫徹中央和地方方針政策不認真、不堅決，甚至

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第四，事故背後的失職瀆職以及權錢交易、官

商勾結等腐敗問題嚴重（中國網，2006.12.21）。 
進一步分析中國大陸安全事故頻發的主因，就是企業本身與監管

的地方黨政部門失職。 
企業本身非法生產是造成安全事故的重要因素，但問題是，中國

大陸各地會出現這麼多非法企業，主要的原因就是有利可圖。由於一

些行業存在高額利潤，讓企業主願意鋌而走險，非法生產。 
以長期以來受到關注，造成龐大死亡人數的煤礦企業為例，中

國大陸對煤礦的需求快速增加，2005年中國大陸煤年消耗量已增加
到22億噸，占全球總消耗量的1/3，超過全世界其他國家。由於對煤
礦的需求量大，企業主便非法進行生產，但效率不高且充滿危險的

中小型煤礦占了全中國大陸煤炭產量的1/3（華爾街日報中文網路版，2006.12.27），

煤礦業主為了經濟利益，非法開採煤礦，甚至只是為了大撈一筆，

即使是合法開採，許多中小型煤礦根本不重視安全問題，只一味追

求利潤。 
為了減少煤礦造成的公安事故，2005年中國大陸累計關閉2,931

處小煤礦，2006至2007年預計關閉不具備安全生產和不符產業政策
的小煤礦4,861處（第一財經日報，2006.12.22）。大量關閉中小型煤礦是中國大

陸煤礦災變事故與死亡人數減少的主要原因，但從煤礦關閉的量與

煤礦災變死亡人數減少的數量來看，煤礦災變死亡人數減少的情形

仍然不理想。 
 
（三）解決地方貪腐才是治本之道 

不論是非法生產還是企業安全管理不足，其背後的根本原因，還

是政府部門的監督不周，如果政府部門積極負責，企業安全管理不足

便可以得到有效改善，非法生產部門也就根本無法存在。 
地方政府官員的失職與貪腐可說是中國大陸公安事故頻發的根本

因素，中共中央政府2005年查出超過4,500名政府官員在煤礦中非法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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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股分，並且經常對礦井違反生產安全的行為提供庇護（華爾街日報中文網路版

，2006.12.27）。也就是說，企業主與地方政府勾結，權錢交易的結果，就

是負責監管的政府部門變成非法企業主的共犯，甚至提供保護傘，讓

達不到安全生產標準的企業不會受到懲處。 
從相關的案例來看，2006年12月2日發生的河南省新安縣寺溝煤

礦特大透水事故，該煤礦就在當地鎮政府旁進行非法生產，政府部門

對非法行為視若無睹，鎮黨委委員非法參股；2006年5月8日，山西左
雲發生特大透水事故的新井煤礦，當地鄉黨委、政府、人大的主要負

責人夥同礦主瞞報謊報相關案情（中國網，2006.12.21）。 
地方政府部門的貪腐成為公安事故頻發的根本原因，這些貪腐官

員官商勾結，包庇非法企業，無視安全問題。要降低公安事故發生，

減少人命的傷亡，除了法律的規範之外，地方政府部門能否有效執法

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問題不在非法企業，不在企業不執行安全

政策，只要地方政府能夠切實執法，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企業，加強地

方政府的執政能力，解決地方政府的貪腐問題，才是中共當局有效減

少公安事故的主要方法。 
 
五、中共執行「死刑」浮濫 

              栗明德先生主稿 

 

▓1950年開始，中共在中國大陸農村全面推行「土地改
革」及「清匪反霸」，在城市進行「鎮壓反革命」，

進行大規模的殺人，ㄧ直到1952年才結束。 

▓1966至1976的文化大革命，以政府名義殺人的個案雖
不多，但手段殘酷超乎想像。 
▓2005年全球的死刑80％行於中國大陸。2006年10月，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

的決定」，從2007年元旦起，將原授予高級人民法院
和共軍軍事法院的死刑核准權收回，並同時宣布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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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運用死緩制度及提高死刑審判質量。 
 
死刑是迄今為止世界多數國家仍在施行的刑罰，但以中共治下用

得比較浮濫。據國際特赦組織統計，2005年全球的死刑，80%行於中
國大陸（BBC，2006.12.28）。這個數字就西方觀點而言幾近恐怖，但只要對

中共自建政以來對死刑執行的沿革有所瞭解，便會覺得這個數字很是

平淡。 
從1950年開始，中共在中國大陸農村全面推行「土地改革」及「

清匪反霸」，在城市進行「鎮壓反革命」，當時根據毛澤東的指示，

殺人都是事先定出「指標」的，即先規定某地至少要殺多少人，如果

當地有「犯行」的人達不到基數，硬湊也要湊夠，如果完成不了指標

，當地的領導幹部就算犯「右傾錯誤」，要受嚴重處分。所以為了「

達標」，各地幾乎是在做殺人競賽，那種腥風血雨，非未曾在那社會

中生活的人所能想像。 
那一階段的殺人，中共為的是「立威」，及剷除所謂「舊勢力」

，因此完全否定了不溯及既往的原則，被殺的絕大多數是歷史上與中

共有過結的人，或者有民間聲望的士紳，真正的所謂「現行反革命分

子」，反而居於少數。那時殺人根本無所謂審判，更無所謂「上訴」

，只走一下「公審大會」的過場，就當場立即執行死刑。  
這種大規模、成批的殺人，一直到1952年才結束。從那以後一直

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共一直是採用「政治運動」的方式
治國。所謂「政治運動」，就是先確定一個打擊目標，然後將所有的

人按平日的言論、行動分類、「排隊」，確定「鬥爭對象」，通常「

對象」的比例是5％，然後對這些人殘酷鬥爭，從言語詆毀到各種內
刑、體罰，無所不用其極，以致造成許多不堪凌辱的人以各種不同方

式自殺。這段時間正式執行死刑的人雖然不多，但是將人逼瘋、逼死

，也就等同於死刑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延續到1976年，在這整整10年中，整個

社會幾近陷於瘋狂狀態，殺人幾形同兒戲，而以政府的名義正式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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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多，但手段的殘酷超乎想象，較著名的因懷疑「文革」正當性

而被處死的中共遼寧省委幹部張志新，在被執行死刑前，為怕她呼喊

口號，竟將她的氣管先行割斷；另一名因對「文革」中流行的主流理

論表示異議的青年遇羅克，在被槍斃後，當時的中共政府竟要向他的

家人收子彈費。這種情形在那時是很多的。 
「文革」之後，由於絕大多數的人理想幻滅，造成社會治安大壞

，中共政府遂不定期對危害社會安定的因素展開嚴厲打擊，簡稱「嚴

打」，在「嚴打」時殺人也是定有「指標」的，被殺的人也無所謂上

訴，只在形式上呈報到省級的「高級人民法院」或共軍「軍事法院」

為止，所謂「最高人民法院」對於這些案件幾乎無所干涉。 
去（2006）年10月，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修改人民法院組

織法的決定」，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根據這個決定，從2007年元旦起，
將過去授予高級人民法院和共軍軍事法院的死刑核准權收回，今後所

有死刑均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中新社，2006.11.28）。中共同時宣布要「充分

運用死緩制度」，「狠抓法官隊伍建設，提高死刑一、二審質量」。

這後兩項宣告，對於今後的死刑確具意義。所謂「死緩」，即「判處

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這種刑罰最後多以改

判無期徒期收場，但在「死緩」期間，受刑者日日面對死亡陰影，心

理上當然有生不如死之感。這一制度為中共所發明，他國無有。由於

歷史的原因，中國大陸的一、二審法官多數無正規教育背景，所謂「

行伍出身」，因而素質不高。所謂「狠抓法官隊伍建設」，意即以受

過法律訓練者補充司法陣容，這方向應該說是正確的。 
由於死刑核准權是一項重要權力，最高人民法院收回這一權力屬

重大舉措，其次一級法院對此自有強烈反應，因此在收權風聲傳出而

尚未正式宣告前，許多省、市的高級人民法院便抓住最後機會，趕緊

核准死刑（自由亞洲之聲，2007.1.2），因而在2006年底，中國大陸又形成了一個
死刑高峰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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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06年香港選舉委員會選舉結果之意涵及可
能之影響 

港澳處施逸銘研究員主稿 

 

▓香港民主派83％當選率，足夠提名特首候選人。 

▓中共方面低調回應但積極反制。 

▓傳媒呼籲中共回應民主訴求。 

 

（一）背景說明 

香港行政長官（以下簡稱特首）選舉訂於2007年3月25日舉行，根據香港
基本法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特首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選

委會）選出。但是，有資格投票選舉選委會委員的只限於36個界別分組
的220,307人，由他們選出704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再和96名當然委員（

36名的港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及60名的立法會議員）合組800人的選舉委員會。有意競選
特首的人須在2月的提名期中獲得至少100位選委會委員的聯署提名，
才能成為特首選舉的候選人。 

這704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於2006年12月10日舉行完畢，香
港民主派候選人共計114人當選，讓民主派可望在明年的特首選舉中
成功推出候選人。 

 
（二）選舉結果 

1.民主派當選率83％，已達連署提名數：民主派公推公民黨籍立法會
議員梁家傑代表民主派參選，並推薦137位選委會候選人，開票結果
，共計114名勝選，當選率為83％。為選委會當然委員的25位民主派
立法會議員中有19位表態支持梁氏參選，因此梁家傑可望至少可獲
得133位委員提名，將可代表民主派競選特首。 

2.親中陣營仍掌握大部分議席：本次選舉結果，親中政黨的兩大龍
頭民建聯與自由黨，分別獲得111席及110席，如再加上當然委員
，則民建聯有123名委員，自由黨有120名委員；其他以無黨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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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參選者，據香港傳媒分析指出，事實上渠等立場多可列為親中

陣營。 
 

（三）各界反應 

1.中共與香港親中陣營低調回應，惟已積極反制：香港「中聯辦主任」
高祀仁對選舉結果只表示「很高興」，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兼港澳研究所政治社會研究室主任王溪沙表示，「結果不意外，是

可接受的，亦符合香港社會發展規律」。民建聯副主席葉國謙則表示

，民主派的選舉結果「反映選委會吸納各方意見」，但是根據香港傳

媒報導，北京方面對於香港「中聯辦」介入選舉之深，卻仍讓民主派

取得如此好成績而感到「震怒」，報導指出，「中聯辦」除積極「查

詢」選舉失利原因，並已開始邀約民主派選委會委員餐敘，意圖影響

渠等改變對梁家傑的支持（蘋果日報，2006.12.12；信報、明報，2006.12.13）。 
2.民主派士氣振奮，審慎應對下階段選舉：主持民主派競選工程的公
民黨籍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坦承選舉結果出乎意料，但確實已讓整個

民主派士氣大振。惟亦有民主派主流人士如公民黨黨魁余若薇警告

，在面對民眾的期許及中共可能的「挖票」行為，民主派要有面對

嚴峻情勢考驗的心理準備（明報，2006.12.12）。 
3.專業、中產階級對民主的支持成為焦點，預料將影響下屆立法會選
舉：傳媒評論特別指出，民主派在會計、教育、工程、衛生服務、

高等教育、資訊科技與法律等界別中的推薦候選人全都當選，尤其

部分政治新人，只因為打著民主派旗幟就打敗該界別中的親中資深

委員，顯示專業、中產階級對民主普選的強烈渴望，而這些人的政

治取向也將對一向被親中陣營把持的功能組別選舉產生影響（明報、成報

、新報，2006.12.12）。 
4.輿論呼籲北京回應民主訴求：傳媒紛以社評呼籲，北京及特首需體
認，民主派願意遵守建制內遊戲規則是件好事，同時要對港人的民

主訴求儘快作出回應，不能再閃避（明報社評、香港經濟日報社評、信報社評，2006.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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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臺港選舉對照，要求普選：不少人將臺港剛舉行的選舉相比較。
如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表示，香港的選舉是由中央政府及大財團所操

控，臺灣選舉則由人民一人一票形式進行，北京想要臺灣接受「一

國兩制」，是天方夜譚（明報，2006.12.14）。 
香港民主派在此次選舉中獲得港人支持，選出足夠提名特首候選

人的委員，是香港民主進程中的重大發展，但是細究在選舉中，只有

22萬港人可以投票選舉選委會委員，只有800位選委會委員可以參與
選舉特首，亦即港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均遭限制，港人的參政權仍

不完整，但是，每次的香港選舉中，只要是一人一票的選舉，香港人

民都踴躍參與，同時民調也長期顯示支持普選的香港民眾超過六成，

北京當局應務實理解港人的民主意念，切勿將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努

力誤解為爭權抗爭，並且應積極的回應港人的民主訴求，儘快在香港

落實全面普選。 
 
七、中國大陸新聞拾零 

                                               企劃處整理 

 

◆各地出現農民護地維權組織 
中共官方期刊半月談報導指出，許多徵地上訪無效的農民陸續成

立護地維權組織，此一新動向最近出現在安徽、江蘇、浙江、重慶、

河南、陝西等地的土地糾紛案件中。這些新成立的組織是初級的、鬆

散的，也是個別的、孤立的，大多屬於自發性的組織，還沒有形成任

何橫向或縱向的聯繫（法國廣播電臺，2006.11.30）。 
 
◆官方刊物承認腐敗是制度性問題 

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發表署名文章指出，腐敗已經成為

社會和諧的大敵，腐敗問題並非為中國大陸所特有，但是制度性、普

遍性的腐敗問題卻是在中國大陸獨一無二的（美國之音，200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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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已有40多萬北韓人逃往中國大陸 
據中共內部文件透露，1995 年以來，共有 40 多萬北韓人逃到中

國大陸（德國之聲，2006.12.1）。 
 
◆各級政府鼓勵大學畢業生到農村工作 

中共各級政府正有組織地將大學畢業生導向農村。至少已有 10
個省、市訂出制度或獎勵辦法，鼓勵大學生到農村工作，目標是「村

村都有大學生」（新華社，2006.12.13）。 
 
◆農村徵地制度改革仍堅持公有化 

聯合國開發署與中共官方簽訂合作計畫，將在 8 個省市進行農村
徵地制度改革。但土地資源部國際合作司司長黃宗理強調，這個計畫

是徵地制度改革，不是產權改革，中國大陸不存在土地私有化（中新社，

2006.12.20）。 
 

◆城鄉差距持續擴大 
中共官方統計顯示，中國大陸城鄉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差距從 2001

年的 4,493 元人民幣擴大到 2005 年的 7,238 元。占總人口近 60%的農
村居民僅享用 20%左右的醫療衛生資源，農村中學生享受到的中學教
育經費僅占 38%，城鄉社會保障覆蓋率之比高達 22：1（新華社，2006.12.19）。 
 
◆中國大陸連續第3年出現農產品貿易逆差 

今年中國大陸農產品貿易逆差比去年擴大，今年前 5 個月農產品
逆差已經超過 2005 年的逆差總和。這是中國大陸連續第 3 年出現農
產品貿易逆差（中新社，2006.12.11）。 
 
◆農村面臨「後繼乏人」的窘境 

中共官方新華社的經濟參考報發表文章警告，由於種糧收益低，

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打工謀生，留在農村務農的農民「老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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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問題突出，中國大陸農業生產面臨「後繼乏人」的窘境（自由亞洲之

聲，2006.12.15）。 
 

◆每天有40多名中小學生非正常死亡 
據中共教育部、公安部等單位對北京、天津、上海等 10 個省市

的調查顯示，平均每天約有 40 多名中小學生死於食物中毒、溺水、
交通或安全事故，而其中約 80%的非正常死亡，是可以透過預防措施
和應急處理避免的（新華社，2006.12.13）。 
 
◆中共公安進駐校園 

中國大陸第一個校園警隊正式入駐山東棗莊市第九中學，駐校警

隊由 3到 4名警察組成，每 3個月輪換 1次（國際廣播電臺，2006.12.6）。 
 

◆「考研熱」逐漸退燒 
今年共有 221,577 人報考北京各高校研究所，比去年少 5,777

名，這是報名人數首次下降。同時，報考上海高校研究所的人數也下

降，「考研熱」似乎逐漸退燒（人民廣播電臺，2006.12.14）。 
 

◆公費留學生回國率97.16% 
從 1996 年至 2006 年 9 月底，中國大陸公派留學人員共 26,658

人，到期應回國 22,984 人，實際回國 22,331 人，學成按期回國率達
97.16%（美國之音，2006.12.8）。 
 
◆大學入學考試將採多元方式 

2007 年是中國大陸恢復大學入學考試 30 周年，中共教育部正在
醞釀高考改革新方案。未來將逐步建立以統一考試為主，以多元化

考試評價和多樣化選拔錄取相結合的考試制度（ 北 京 人 民 廣 播 電 臺 ，

2006.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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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3項產品成為網際網路的國際標準 
中國大陸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制訂的「中文域名註冊與管理

標準」、「互聯網信息傳輸中文字符編碼標準」和「中日韓多語種域

名註冊與管理標準」等 3 項標準，已經成為網際網路的國際標準（中新

社，2006.11.30）。 
 
◆殘障人口8,296萬人 

中共殘疾人聯合會聯主席鄧樸方表示，目前中國大陸各類殘障人

總數為 8,296萬人，占人口總數 6.34%（中新社，2006.12.1）。 
  

◆中國大陸已有32萬個民間組織 
中共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表示，中國大陸民間組織以每年 10%左右

的速度遞增，總數已近 32 萬個，其中社會團體 17.1 萬個，基金會 975
個，民辦非企業單位 14.7萬個，從業人員 300萬人（新華社，2006.12.10）。 

 

◆全世界70%以上的電子垃圾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不僅自身每年產生大量的電子垃圾，而且全世界的電子

垃圾，有 80%被運到亞洲，其中的 90%在大陸。估算大陸容納全世界
70%以上的電子垃圾（中新社，2006.12.4）。 
 
貳、兩岸關係 
 
陳總統元旦祝詞有關兩岸關係之重點摘要  
 

企劃處整理  

 
陳總統元月1日上午在總統府大禮堂主持中華民國96年開國紀念

典禮暨元旦團拜，並發表祝詞。總統元旦談話中兩岸關係相關內容

之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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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民主深化過程激發人民國家認同與定位的省思 
「半個多世紀以來，由於東西方冷戰國際政治現實的考量，以及

過去的執政者長期堅持『一個中國』的迷思，臺灣的國家定位與未來

發展的前途，始終被限縮在『一中』與『統一』這個狹小、虛幻的框

架之下。不管是國民政府遷臺後對『反攻大陸、光復國土』的堅持，

或是日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國家統一綱領』，以及所謂的『

九二共識』與『終極統一論』等，在本質上都預設了『統一』是未來

唯一的選項，不但剝奪並限制了臺灣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更違反了

『主權在民』的基本原則」。 
隨著2000年的政黨輪替與政權的和平轉移、2003年「公民投票法

」的完成立法、2004年首次全國性「公民投票」的舉辦、2005年的修
憲，廢除了「國民大會」代之以「公投入憲」，以及2006年2月28日
正式宣告「國家統一委員會」與「國家統一綱領」的終止運作與適用

，雖然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辛苦，也遭遇來自各方強大的壓力與阻撓

，但我們始終秉持著對民主的信念，堅持要把決定國家未來前途與命

運的權利，毫無保留的完整還給人民。同時，在這民主深化的過程，

也激發了台灣人民對國家認同與定位不斷的省思。 
 
（二）以「臺灣優先」為核心價值的「臺灣主體意識」已然

成形 
「2000年6月，在本人剛就任總統時，有關單位對國家認同所做的

民調顯示，自認是臺灣人占36.9％、自認是中國人為13.1％、既是臺灣
人也是中國人有43.8％。去年11月由『國立政治大學選研中心』所發表
有關國家認同最新的跨國調查，自認是臺灣人大幅成長為60.1％、自認
是中國人降到4.8％、兩者都是則為33.4％，短短6年多的時間，變化可
以說非常的顯著。此外，依據陸委會於去年9月所做的民調，75.8％的
民眾支持政府應繼續積極推動參與『聯合國』的工作，而且有超過70
％的民眾贊成以臺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顯示一個以『臺灣

優先』為核心價值的『臺灣主體意識』已經沛然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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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國際社會應正視臺灣民意的向背，尊重臺灣人民自由選擇

的權利，全體國人同胞更應基於對臺灣這塊土地的熱愛，對自由、民

主、人權及和平等普世價值的堅定信念，以及半個多世紀以來，為求

生存、謀發展共同奮鬥的歷史情感，積極超越族群、黨派與政治利益

的藩籬，為凝聚並強化一個新的國家共同體意識攜手努力」。 
 
（三）要跳脫「一個中國」、「海峽兩岸」思考框架，重新

確認台灣在全球政經體系下應有定位與國際人格 
「我們必須再一次的重申強調：臺灣是我們的國家，土地面積3

萬6千平方公里。臺灣的國家主權屬於2,300萬人民，絕對不隸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的前途只有2,300萬臺灣人民才有權決定。同
時，臺灣是世界的一部份，絕對不是中國的一部份，臺灣的國家總體

目標不能離開世界的發展與變化，國家大政方針的擬定，一定要跳脫

『一個中國』與『臺海兩岸』這種狹隘的思考框架，以更宏觀的視野

、更寬闊的格局，重新確認臺灣在全球政經體系之下應有的定位與國

際人格，積極尋求並開創臺灣國家永續發展的利基」。 
 
（四）兩岸經貿政策是基於「臺灣優先」、「臺灣主體意識」 

「在去年元旦祝詞，本人特別宣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將是

政府對於兩岸經貿政策的新思維與新作為。經過一年來的檢驗，臺灣

經濟總體的表現不壞」。 
「另外一方面，依據去年12月底所做的最新民調，有49.7％的民

眾認為赴中國投資的規定應該嚴格一點，更有56.7％的民眾認為，在
社會還沒有共識的情況下，政府不應該進一步鬆綁兩岸經貿限制。這

些具體的數據顯示，不管就經濟的表現或是民意的趨勢，政府對兩岸

經貿政策的堅持絕對是符合大多數民眾的期待的」。 
「目前有關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只有『臺灣優先』的路線、只

有『臺灣主體意識』的路線，絕沒有所謂『蘇修』路線」。 
（資料來源：總統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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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陸工作 
 
結合民間資源擴大獎助大陸研究生來臺研究 
 

文教處主稿 

 

▓結合民間團體資源，爭取挹注經費，擴大獎助大陸研

究生來臺研究效益。 

為促進兩岸青年學術交流，本會中華發展基金自85年度起，獎助
大陸地區博、碩士研究生來臺研究，進行與所學專業相關之研習或資

料蒐集。大陸地區博、碩士新生代未來將成為大陸社會及政經建設的

中堅份子，兩岸關係之良性互動，有賴大陸青年菁英之關注，臺灣民

主自由體制及多元社會發展對大陸青年當有所啟發。因此，本會積極

推動兩岸知識青年交流，期能深化兩岸互信基礎。 
本項奬助活動大陸研究生相當肯定，對於臺灣學術開放、研習環

境優良、資訊流通、交通便捷及臺灣人民熱情、好客、有禮、守秩序

等，展現出政治民主與自由多元的社會風貌均留下深刻印象，並認為

本項活動，有助於縮短長期以來存在之意識型態、制度與生活方式之

差距，對促進兩岸青年學生的相互認識與瞭解亦有更正面與直接的助

益。渠等非常珍惜來臺研究的機會，也建議能擴大辦理，讓更多大陸

研究生有機會來臺研究學習。 
近年來本項獎助申請人數愈益增多，而本會預算有限，為回應大

陸研究生擴大獎助之建議，本會結合民間資源，共同推動本項獎助活

動，擴大獎助效益，提升交流成效。95年度本案獲得財團法人感恩社
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信義文化基金會、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教育

基金會及財團法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文教基金會等4個團體贊助，並
增加錄取名額，共計獎助53名大陸研究生來臺研究。 

另為使大陸青年菁英瞭解臺灣新聞傳媒及民主法制的實際運作情

形，並親身體認臺灣政經社會的自由開放與多元發展現況，對臺灣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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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正確認識，本會續推動大陸地區大傳、法律系所學生來臺進行2個
月的短期研習活動。本案95年度分別由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及政治大學
法學院辦理，並由財團法人信義文化基金會、金寶電子工業股份公司

及太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贊助經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