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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的九二香港會談 

黃昆輝 

（曾任陸委會主委，台灣團結聯盟主席） 

壹、前言 

「九二共識」這個創造出來的名詞，在今年的總統大選時，成爲焦點議題，當時藍綠

雙方陣營就因爲是否有九二共識交鋒，馬英九在總統大選的辯論上，仍辯稱「當時香港談

判確實遭遇困難，但經雙方函電往返，對方也承認、接受一中原則，但內涵可各自口頭表

述，後來媒體稱為『一中各表原則』。」大選後，馬英九在第一次的國際記者會上又再度

表態說，「一中原則不是問題，他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 

創造「九二共識」目的在重啓兩岸談判 

由於國民黨政府欲與中國儘速建立關係，重啓談判，因此，馬英九在選前拋出「九

二共識」，企圖以創造出來的「九二共識」所謂「一中各表」來做為兩岸重啓談判的基礎。

所以，從選戰開始，一直到馬英九勝選，所謂的「九二共識」就話題不斷。然而，真正

躍上檯面是在選後美國布希總統和胡錦濤的一通電話，胡錦濤首次提及，也是中國方面

首次以極高的層級肯定「九二共識」，可以說是對馬英九的正式回應。 

被中共利用在國際上框住台灣 

只是馬英九的所謂九二共識，和胡錦濤的九二共識，內容一樣嗎？中國官方公布 3

月 25 日胡錦濤打電話給布希時說，「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岸協商談判，是我們的

一貫立場，我們期待兩岸共同努力創造條件，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

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很明顯的，胡錦濤利用所謂九二共識，形塑台灣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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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所謂「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將一中帽子扣在台灣頭上，這樣的用意相當清楚。這樣

的政治企圖，馬英九政府不但不警覺，反而還「見獵心喜」，呼應中國的「九二共識」。 

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就不能談？ 

馬英九在 3 月 29 日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時，再度表示「九二共識」是存在的，馬英

九說：「香港會談沒結果後，雙方透過函電往返，達成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但內涵雙方可

以口頭各自表述，這是有白紙黑字，不是偽造的，「一中各表」的字眼則是媒體使用的。

在所有方法中，九二共識算是較合理的，為什麼？我們沒吃虧，我們的解釋就是中華民

國，如果一定不接受一個中國，那就無解，八年就變成台灣現在這個樣子。」馬英九並

且強調接受「九二共識」的理由，是：「不接受九二共識，對岸就不談了。」 

馬英九把過去幾年民進黨執政時，兩岸談判停擺視為是不接受「九二共識」，是完全

不正確的。事實上，馬英九也提及「一個中國」是兩岸談判的癥結，他說，他接受一個

中國，這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不過他也承認，中共針對布胡電話所發的新聞稿是

「內外有別」，中文的新聞稿明確寫出「一個中國原則」，英文稿則無。 

事實是這樣嗎？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識，對岸就不談了嗎？在九二香港會談破裂後，次

年九三年，兩岸就在新加坡舉行突破性的「第一次辜汪會談」，又是如何促成呢？ 

九二香港會談的真相與當前之政冶意涵 

由於在九二香港會談後，兩岸經歷相當多的波折，台灣也因為 2000 年的政黨輪替，

政治局面有了極大的改變，因此，已經破裂的九二香港會談，竟被國民黨便宜行事，破

瓦變鑽石，撿來做為兩岸談判的「基礎」，是開了歷史的一個大玩笑。本文首先要呈現當

時香港會談的真相，讓大家了解香港會談不僅談判破裂，後來也沒有馬英九所說的信函

往返確認的所謂「九二共識」。 

更重要的是，香港會談破裂後，九三年的辜汪會談其促成的因素，不是破裂的香港

會談，更可證明不需要所謂「九二共識」亦可促成兩岸談判，然而，我方自己去強調「九

二共識」，徒然只是增加中共在國際上以「一個中國原則」框住台灣，消滅中華民國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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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點從胡布電話後的新聞發布可以看出，我方政府如果一再不斷強調「九二共識」

就是強化「一中」原則，在國際上，「一中」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華民國」，

台灣自我認定「一中」也不能改變國際上對「一中」的定義，如此在國際上形成台灣成

為「一中原則」下的一部分，將會是馬英九執政對中華民國最大的「貢獻」。 

貳、兩岸協商的背景 

一、 自 1979 年中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來，中國不斷推銷「黨對黨」

談判與「三通四流」，並推出「一國兩制」。 

二、 我方當時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因應，惟亦認應將大陸同胞與中國政權分

別對待，在民間的基礎上踏出穩健的步伐。（現階段大陸政策，KMT，民國 77 年 7

月 12 日）。 

三、1986 年，為了處理華航貨機事件，兩岸開始接觸：1990 年，為處理兩岸偷渡客與

刑事犯透過金門遣返的問題，雙方紅十字會代表密會於金門，簽訂「金門協議」。之

後，兩岸就交流衍生之諸多問題，進行磋商解決，已成為實際之需要。 

四、 1987 年 11 月 2 日，我方宣布開放赴大陸探親，開啟了民間交流，從而衍生了婚姻、

繼承、文書使用、通郵等種種問題。 

五、 我方希望務實解決民間交流衍生之問題，並在協商中彰顯相互對等（比照國際事務

處理）。中國則企圖由協商逐步走向政治談判，推銷「一個中國」、「一國兩制」（提

出一中，或彰顯國內事務或去主權化）。 

六、 1991 年 2 月，制訂國統綱領，在近程互惠交流階段，進行民間交流，官方不接觸，

乃組建中介團體（海基會）受託處理兩岸交流衍生事務。 

七、 兩岸「事務協商」乃因應而產生，在海基會、海協會於 1991 年先後成立後，於眾

所囑目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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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兩會歷次協商 

次數 時間 會議代表 地點 議題 

1 80.11.03~80.11.07 
陳長文 

唐樹備 
北京 

兩岸共同打擊海上犯罪之程序性問

題及其他相關問題 

2 81.03.22~81.03.25 
許惠祐 

周寧 
北京 

「兩岸文書驗證」及「兩岸間接掛

號函件之查詢與補償」事宜 

3 81.10.27~81.10.31 
許惠祐 

周寧 
香港 

同上 

4 82.03.26~82.03.28 
許惠祐 

周寧 
北京 

同上 

5 82.04.07~82.04.10 
邱進益 

唐樹備 
北京 

第一次「辜汪會談」預備性磋商 

6 82.04.27~82.04.29 
辜振甫 

汪道涵 
新加坡 

第二次「辜汪會談」預備性磋商 

協商解決兩岸民間性、經濟性、事

務性與功能性問題 

7 82.08.26~82.09.02 
許惠祐 

孫亞夫 
北京 

「辜汪會談」後續事務第一次商談 

8 82.11.01~82.11.07 
許惠祐 

孫亞夫 
廈門 

「辜汪會談」後續事務第二次商談，

就偷渡客遣返、劫機犯遣返、漁事

糾紛及兩會會務人員入出境等議題

協商 

9 82.12.18~82.12.22 
許惠祐 

孫亞夫 
台北 

「辜汪會談」後續事務第三次商談，

就偷渡客遣返、劫機犯遣返、漁事

糾紛及兩會會務人員入出境等議題

協商 

10 83.01.31~83.02.05 
焦仁和 

唐樹備 
北京 

兩會副董事長（常務副會長）層級

第一次會談（第一次焦唐會談） 

11 83.03.25~83.03.31 
許惠祐 

孫亞夫 
北京 

「辜汪會談」後續事務第四次商談，

就偷渡客遣返、劫機犯遣返、漁事

糾紛及兩會會務人員入出境等議題

協商 



5 

12 83.07.30~83.08.07 

許惠祐 

孫亞夫 

台北 

「辜汪會談」後續事務第五次商談 

焦仁和 

唐樹備 

兩會副董事長（常務副會長）層級

第二次會談（並由兩會副秘書長進

行分組商談） 

13 83.11.21~83.11.28 
許惠祐 

孫亞夫 
南京 

「辜汪會談」後續事務第六次商談 

14 84.01.22~84.01.27 

許惠祐 

孫亞夫 
北京 

「辜汪會談」後續事務第七次商談 

焦仁和 

唐樹備 

第三次焦唐會談 

15 84.05.27~84.05.29 
焦仁和 

唐樹備 
台北 

第二次辜汪會談第一次預備磋商 

16 86.05.02 
張良任 

趙世光 
香港 

86 年 7 月 1 日以後台港航運問題 

17 86.05.24 
張良任 

趙世光 
香港 

86 年 7 月 1 日以後台港航運問題 

18 87.04.22~87.04.24 
詹志宏 

李亞飛 
北京 

磋商辜董事長赴大陸參訪事 

19 87.07.26~87.07.27 
詹志宏 

李亞飛 
台北 

磋商辜董事長赴大陸參訪事 

20 87.09.22~87.09.24 
許惠祐 

唐樹備 
北京 

磋商辜董事長赴大陸參訪事 

21 87.10.14~87.10.19 
辜振甫 

汪道涵 

上海 

北京 

董事長率團赴大陸參訪 

22 88.03.17~88.03.19 
詹志宏 

李亞飛 
台北 

汪道涵回訪事 

23 88.06.27~88.06.29 
詹志宏 

李亞飛 
北京 

1.汪道涵回訪事 

2.協商實質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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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務性協商中國卻提出一中議題 

一、 1991 年 11 月雙方就「兩岸共同打擊海上犯罪程序性問題」進行磋商(主談人：陳長

文 vs 唐樹備），中國即藉詞其定位究為國際問題，或國內問題，提出一個中國原則

的問題，主張將議題定位為中國的內部事務，並促我方同意將「兩岸均堅持一個中

國的原則」作為談判前提。我方不同意，因而不歡而散。 

二、 1992 年 3 月雙方就關於「兩岸文書驗證」、「兩岸間接掛號信函查詢補償事宜」二議

題進行磋商，中國又提出同樣的問題，協商再度受阻。 

三、 我方認為事務性協商中不應涉及政治問題，對一中問題一向採取守勢，不願加以回

應，以免催化內部矛盾，惟論者有批評我方「聽訓」。 

肆、九二香港會談的經過 

一、 會談地點的爭議 

1. 我方希望在第三地舉行 

2. 中方認為中國的問題應在中國境內解決 

3. 雙方經折衝同意在香港(九七前屬英國管轄)會談 

二、 我方改變策略 

對一中問題由守勢轉為說清楚、講明白，國統會就一中涵義進行研究，並由行政院

專案小組擬定反制策略，以「表明我方嚴正立場」，「澄清外界可能的誤解」。 

三、 會談的安排 

1. 時間：1992 年 10 月 28 日開始 

2. 地點：香港，港麗酒店(我方提供)、世界貿易中心(中方提供) 

3. 議題：關於「兩岸文書查證」與「兩岸間接掛號信函查詢補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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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談人：許惠祐處長（我方）：海基會法律服務處處長 

周寧副主任（中國）：海協會諮詢部副主任 

四、 會談實際情形：會談以破裂告終 

（一）首日（10 月 28 日）協商，中方主談人周寧迫不及待要求我方應就「一個中國」

的表述方式進行討論，我方不同意在實質問題之外，另起爐灶，但是願意聽聽對

方的意見。 

中方隨即當場提出了以下「一個中國」的五種表達方式： 

1. 海峽兩岸文書使用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 

2. 海峽兩岸文書使用問題，是中國的事務。 

3. 海峽兩岸文書使用問題，是中國的事務，考慮到海峽兩岸存在不同制度（或

國家尚未完全統一）的現實，這類事情有其特殊性，通過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中國公證員協會與海峽交流基金會的平等協商，予以妥善解決。 

4. 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

對兩岸公證文書使用(或其他商談事務)加以妥善解決。 

5.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中國公證員協會與海峽交流基金會，依海峽兩岸均堅持

一個中國之原則的共識，通過平等協商妥善解決海峽兩岸文書使用問題。 

我方主談人許惠祐對於上述五項方式當場並未給予任何回應，並要求應該重

新回到協商主題進行討論。 

（二）次日（10 月 29 日），兩會繼續協商，對方又重提其所提之五項表述內容，並且更

進而以「一個中國」原則與實質問題的解決，兩者互為條件。對方企圖將兩岸因

交流而衍生的事務性問題與政治議題掛勾，要我方在它的一中框架下協商。我方

斷然表示不同意。 

（三）第三日（10 月 30 日），我方主談人另外提出五項表述加以回應，即： 

1. 雙方本著「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原則。 

2. 雙方本著「謀求一個民主、自由、均富、統一的中國，兩岸事務本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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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務」的原則。 

3. 鑒於海峽兩岸長期處於分裂狀態，在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

雙方咸認為必須就文書查證（或其他商談事項）加以妥善解決。 

4. 雙方本著「為謀求一個和平民主統一的中國」的原則。 

5. 雙方本著「謀求兩岸和平民主統一」的原則。 

中方對於我方所提這五項表述內容，亦不同意。接著我方又另就對方的表述方案

提出三種修正方案： 

1. 鑒於中國仍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

中，由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

妥善加以解決。 

2. 海峽兩岸文書查證問題，是兩岸中國人間的事務。 

3. 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惟鑒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

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 

對於以上三項新表述，中方亦表示不同意。 

（四）第四日（10 月 31 日），雙方又回到談判桌，但是彼此均無其他表述方案，我方乃

建議：口頭上各自說明立場為已足。 

（五）11 月 1 日，由於媒體大幅報導雙方對「一個中國」原則無共識，中方代表經聯繫

中共中央後，雙方未能取得共識，乃先行離港，我方奉命留駐原地三天，要求周

寧迅即返回香港繼續協商，以展現解決問題的誠意。但海協會始終沒有回應，「香

港會談」乃告破裂。 

由以上事實可知，對方五項方案、我方五項方案加三項方案，雙方均無共識，簡

言之，五加五加三，均無共識；香港會談最後是以破裂告終。 

  



9 

五、 會談破裂後，雙方仍未能在信函往返下達成口頭或書面上的「共識」 

會談破裂後，雙方各自返國，然，中方仍不放棄，企圖以信函往來要求我方同意以

召開記者會「雙方各同時口頭聲明」的方式，對外形成「有共識」的假象，甚至來函指

明我方立場，企圖以信函往返將其立場強加於我方，我方皆未回應，最後乃不了了之。 

因此，香港會談既破裂告終，後來的信函往返又未能達成共識，我方皆未有回應，

更不應迎合中國看法，以中方單方面之信函內容為「共識」，完全忽視我方當時之立場的

事實。 

1. 無共識各自表述 

由於雙方無共識，我方建議「口頭上各說各話」即可。 

2. 中國企圖達到雙方口頭上發表有共識或各自發表書面共識 

我方代表團留在香港，中方回北京，直至十一月十六日，中國海協會先由孫亞夫

致電海基會秘書長陳榮傑，嗣來函「同意」「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惟設下陷阱，

企圖由口頭各說各話進而形成雙方口頭或書面共識： 

(1)建議「兩會約定各自同時口頭聲明之後」進行協商，以形成口頭共識。 

(2)另在函中敘明「表述」，附上我方曾提出之表述，以待我方回函後，形成書面共識。 

3. 我方堅持各說各話，不以口頭或書面宣示雙方有共識 

(1)海基會 81 年 11 月 3 日新聞稿再度表示「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可以接受」，

明確表達我方不願以任何形式與中方共同宣示「共識」。 

(2)陸委會 81 年 11 月 5 日新聞稿： 

本會認為海協會既表示雙方可以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述，何以其「具體內容」

還要「另行協商」？這種說法自相矛盾，啟人疑竇。......而且雙方代表既已在香港

對「一個中國」的原則分別以適當方式做了表述，今後已無必要再「另行協商」。 

(3)就一中問題，我方在事務性談判中之底線為「口頭上各自表述立場」，並無意在

口頭或書面上形成雙方任何政治性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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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方一直未回應，一中議題不了了之，次年仍順利舉行辜汪會談 

(1)對於海協會 11 月 16 日之函，我方並未予回應，海基會 92 年 12 月 3 日再度致函

海協會，指出我新聞稿「將」依國統綱領表述之立場，「媒體已有充份報導」（事

實上我方並未有所表述），要求繼續進行協商。 

(2)93 年 3 月雙方再度協商，一中問題就此不了了之。兩會就「兩岸公證書使用查

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很快就達成共識。 

93 年 4 月 27 至 29 日，兩會並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簽署了四項協議。 

伍、一中議題的後續發展 

一、 中國的反覆 

1. 「一中各表」只限於兩岸之間 

2. 「一中各表」只限於兩會之間 

3. 否認有一中各表 

4. 提出三段論〈內外有別，新三句〉 

 

表二：中國詮釋九二年協商過程與結果舉例 

時間 發表者 發言重點 發表處 

84 年 12 月 21 日 唐樹備 只是適應兩會的事務性商談 文匯報 

1995.12.21 

85 年 5 月 22 日 海協會秘書長 

張金成 

兩會在事務性商談中，從未有過「一

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 

文匯報 

1996.5.23 

86 年 7 月 11 日 唐樹備 海協會多次表示「不同意台灣有關

方面對「一個中國」涵義的理解…

台灣方面把兩岸兩會就事務性商談

中達成口頭共識，歸結為所謂『一

個中國，各自表述』，這顯然不符合

當時的情況。」 

中國新聞社 

199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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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年 8 月 4 日 國台辦負責人 海協會從來沒有承認，今後也不會

接受台灣當局編造的所謂「一個中

國，各自表述」。 

文匯報 

1999.8.5 

 

二、 中國「一個中國」說法 

（一）內外有別 

對國際：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

一合法政府。 

對兩岸：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

分割。 

（二）八十六字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

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與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

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 

（三）錢其琛新三句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和大陸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陸、「九二共識」的出現及影響 

一、 2000年 4月 29日蘇起創造「九二共識」：以一中共識框架民進黨政府 

蘇起曾自述：因為憂慮兩岸前景，希望能創造某個模糊概念，讓兩岸能在「一個中

國」問題上解套，本人曾在 2000 年 4 月脫離公職前夕，創造「九二共識」這一個新名

詞，企圖避開「一個中國」的四個字，並涵蓋兩岸各黨的主張。（見蘇起、鄭安國主編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的史實」） 

蘇起創造此新名詞的用意，他曾做過說明，真正的目的應是著眼於 2000 年 3 月陳

水扁當選總統，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國民黨方面擔心民進黨政府的政治立場，兩岸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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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將會終止，因此，急著「創造」此新名詞，將「兩岸已有共識—一中共識」強加於

民進黨政府之上，此企圖是很明白的。 

二、 中國搶佔解釋權，與國民黨唱和，企圖框架民進黨政府 

2000 年 5 月 20 日陳總統就職演說，表明「四不一沒有」（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

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

會的問題）後，並表示「在既有的基礎之上，以善意營造合作的條件，共同來處理一個

中國的問題。中國方面立即針對此回應，表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並

且表示：「當前，只要台灣當局明確承諾不搞「兩國論」，明確承諾堅持海協會與台灣海

基會 1992 年達成的各自以口頭方式來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我們願意授權海協會與台灣方面授權的團體或人士接觸對話。」 

中共一改過去反對否認有「一中各表」，配合蘇起所創造的「九二共識」，其實也是

和蘇起一樣，基於防堵民進黨政府「脫離」一中立場所做的框架。中國配合蘇起的唱和，

因為民進黨政府甫執政，對政務不熟悉，或有可能認為香港會談乃國民黨政府時代的「歷

史」，未能警覺，而遂讓中國方面一再延用所謂的「九二一中共識」，配合國內國民黨方

面的論調，欲對外對內形成「香港會談兩岸已達成一中共識」這樣的假象，對民進黨政

府形成政策之緊箍咒。 

三、 2008年大選前再度引爆爭議 

蘇起所創造的「九二共識」，到了今年總統大選前，因為馬英九先生一再提及，企圖

作為兩岸重啟談判的基礎，而引爆爭議。蘇起後來自己承認這個名詞是「創造」的，而

已故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也在回憶錄中清楚表明九二香港會談沒有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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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一、 香港會談既已破裂，何來共識？一中議題兩岸實無共識 

1. 香港會談本來就是事務性會談，「一中議題」本來就不是協商之議題，中方企圖以

「一中議題」，在事務性會談上強加政治意圖。 

2. 香港會談最後完全破裂，既已破裂，何來「共識」？事實是：中方先行返國後，雙

方都未能達成任何共識，無論是口頭上或書面上，都沒有形成任何「共識」。 

3. 當時媒體「兩岸實無具體共識」之報導，可資佐證。 

4. 中國當年否認有「一中各表」，並未主張有其他共識。 

二、 沒有「九二共識」兩岸就無法重啓談判？ 

1. 雖然香港會談破裂，九三年兩岸卻出現重大突破：由此可證，馬政府口口聲聲宣

稱的所謂不接受「九二共識」（「一中原則」），就不能開啓談判，這樣的論點是沒

有根據的。香港會談雖然破裂，第二年兩岸仍出現最大的突破。 

2. 九三年辜汪會談在新加坡舉行，事實上和香港會談並沒有關係。辜汪會談是 1992

年 6 月間兩岸間的「密使」穿梭所促成的，亦即早在香港會談前兩岸高層即有密

談決定了次年的辜汪會，與香港會談的成敗並無關係。 

三、 爲什麼不能宣示有「九二共識」? 

九二年在香港確有會談，但並沒有所謂的共識，而只有各方立場的宣示。「九二共

識」一詞乃是事後所創造，在觀念上有其誤導之作用，中國及若干人士之操弄，其用意

無非在藉以設定一中框架。 

「九二共識」的危險，就是在國際上陷入「一個中國」的框架，形成台灣也同意「一

個中國」，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不僅是我們不能接受，連蘇起都說：「中共方面

將『九二共識』斷章取義爲『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似乎也增加了台灣方面一些

人士對『九二共識』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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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民黨政府要消滅「中華民國」？ 

馬英九一再強調「九二共識」是爲了重啓兩岸談判，而其癥結是在「接受一個中國」，

雖然，馬英九可以不切實際、不顧民意及國際形象，一廂情願的認為，他接受的「一中」

是「中華民國」，但是，無論在國際上、國內層面上，馬英九都已經進行了「消滅」中華

民國的行動。馬英九拿「九二共識」做爲所謂的「基礎」，只是企圖將「承認一個中國原

則」這個重大退讓的責任，推到「前朝」。馬英九政府如果要妥協、要投降，可以有更多

的「共識」，甚或在這次陳雲林來台時，創造一個「○八共識」，何需「九二共識」？！ 

事實上是，從馬英九當選以來，他在國際媒體上的言論，早已超過所謂的「九二共

識」，不僅公開宣示「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更退步到對外宣示「中國大陸也是我國的領

土」，這樣可笑的回到國、共兩黨「內戰」狀態，難道這會比較容易開啟兩岸協商？國民

黨若要維護國家尊嚴，務實面對兩岸分治、台灣是民主國家的事實，是非常重要的。既

要回應台灣民主化後的民意需求，又要面對複雜的兩岸關係，正考驗馬政府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