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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月 3日主委主持例行記者會 

還原 1992年香港會談歷史真相逐字稿 

108.1.7聯絡處彙整 

 

各位媒體朋友，女士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 

大家今天一定非常驚訝，今天我為何來參加陸委會的例行記

者會？我想，「九二共識」這件事從 2000 年到現在經過 18

年多了，我敢說在座、還有國內，甚至對岸，對「九二共識」

這件事情了解的人，沒有人比我更深入，所以我覺得，今天

我應該來這裡跟大家做一個說明，讓它告一個階段，這件事

就不要再吵了。 

這個起心動念就是我今天看到「兩岸政策協會」發表了一個

很有趣的民調「到底什麼是『九二共識』？」 

我相信你們都有注意到，兩岸政策協會今天早上有關「九二

共識」的民調，在這裡借用他們的資料作為教材，來跟大家

說明。 

第一個題目：請問你認為兩岸之間有沒有「九二共識」？有

32.6%，沒有 45.1%，沒有意見 22.4%。這跟之前我們陸委會

沒有公開的民調非常接近，「認為有」還是比「認為沒有」

少。不管認為有沒有，到底「九二共識」是什麼？清楚不清

楚？ 

「清楚的」是 40.2%，「不清楚的」是 55.5%，「不清楚的」

多於「清楚的」。不管是否清楚，民調進一步問，（「九二共

識」）到底是什麼？哪一個對於「九二共識」的描述，是比

較接近的？亦即你想像「九二共識」到底是什麼？認為「兩

岸各自宣稱代表整個中國」有 20.6%，認為「兩岸是同一個

國家、尚未統一的兩部分」有 20.9%，認為「兩岸是不同的

兩個國家」有 44.4%。其實最早是在美國教書的王宏恩，他

們設計這組題目，有這樣的選項，好像是委託政大選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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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做（民調），我看了蠻驚訝，怎麼會有這樣的認知？所

以我們自己也做了，然後《天下雜誌》最近也做了，現在兩

岸政策協會也做了，其實很接近，讓人很驚訝原來大家認為

「九二共識」就是「一邊一國」，這個比例是最高的，讓人

很難想像。 

所以「九二共識」到底是什麼？現在蠻混亂的。民調繼續問，

「如果承認「九二共識」是代表『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

國）原則』，沒有中華民國存在的空間，你是否接受這樣的

共識？」「不接受的」有 84.1%。這也就是蔡總統 2日清楚回

應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講的，他所定義的「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沒有中華民國存在。這是臺灣人民絕對

不可能接受的。 

如果是「一中各表」，國民黨長期以來講的「一中各表」，可

以認同的人佔 54.2%，不認同的 37.8%。所以我在立法院也

講過，國民黨長期所講的「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我

予以尊重；但我也會解釋，他們當初在李登輝政府時期的政

策，確實就是在爭取「一中各表」。 

蔡總統上任以後提出來的「尊重歷史事實，重要的是相互諒

解，求同存異，進行溝通協商，擱置爭議」，這樣支持不支

持？支持的 62.6%，超過半數，不支持是 28.0%。 

民調再問「接受「九二共識」對兩岸發展是否重要？」現在

「九二共識」再度夯起來，接受「九二共識」，可以「人進

來、貨出去，大家發大財」，「認為重要」比「認為不重要」

的將近多一倍。 

民調又問，「根本不需要知道「九二共識」的內容，只要認

同「九二共識」能帶來經濟發展就好」，支持不支持？一開

始就是類似這種觀念，只要接受，不管他的內容，只要人進

來、貨出去，就是 OK的，反正就是這樣子，不要管它內容。

現在慢慢大家開始思考「九二共識」的內容，不支持的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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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比較多。還是要問問看「九二共識」是什麼，不支持的

64.1%，是支持的一倍。 

更進一步問，「如果接受『九二共識』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

時，會矮化中華民國的主權，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

府，請問您能不能接受這樣的作法？」這就是習昨天的講

話。「不接受」的是 81.2%，不接受中共界定的「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這個很清楚 81.2%。這個民調是 2018 年 12

月 27至 28日做的。 

所以針對「政府認為各界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更應該維

護國家整體安全利益」的說法，支持是 91.7%。我想這是一

個很大的全民共識 

我在這裡再稍微解釋一下。我前陣子到澎湖去主持澎湖縣縣

長監交，當然也提到，現在地方都希望拼經濟，我也跟澎湖

縣縣長說，中央捍衛主權，中央的角色重要在於捍衛主權。

中央也是要拼經濟，當然我們會支持地方拼經濟，中央跟地

方要合作。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我們可以把人分成單獨

的個人（individual），或者一些集體，比如地方政府、地方

縣市也是一個集體。可是中央照顧的是全體的利益，個人可

以追求個人的利益，地方政府可以追求地方政府的利益，不

然選民選他當縣市長幹什麼？就是要讓他增進地方的利

益。可是中央要照顧的是整體的利益，這個當然要尋求平

衡。當個人或地方的利益影響到中央所要看管和捍衛的全體

利益的時候，當然以全體利益為優先。 

我舉個例子，今天金門有新的消息，不知道哪裡飄來的死豬

驗出來有非洲豬瘟。最近非洲豬瘟的議題非常的夯，我也去

了金門、馬祖、澎湖，去宣導非洲豬瘟的防疫。為什麼我們

要去？中央政府的政務官為什麼要去？就是要捍衛全體的

利益。 

現在政府禁止旅客攜帶香腸入境，甚至也禁止帶入肉鬆蛋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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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伴手禮。帶進來第一次罰 20 萬，再犯罰 100 萬。很多人

認為帶個蛋捲進來有什麼了不起？帶一點香腸進來吃，是豬

會產生疫病，人無所謂啊，吃了含有豬瘟病毒的蛋捲、香腸，

人也不會死啊，政府管那麼多？政府為什麼要罰 20 萬、罰

100 萬？中央政府到底在幹什麼？事實上，中央政府就是為

了全體利益。金門這件事情發生了，個人為了一時的方便，

帶了一些含有非洲豬瘟病毒的香腸、蛋捲進來，個人吃了固

然沒事，但沒吃完把它倒到餿水，結果拿去餵豬，就成了一

個傳染途徑，結果造成整個疫病發生。你要想想那些養豬戶

的整體利益達 2,000億，這個 2,000億的整體利益誰來照顧？

當然是中央政府要來照顧。不然民眾會質疑是沒有政府了

嗎？政府在哪裡？為什麼造成這麼大的問題？這個概念告

訴大家，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是天經地義，但是如果個人在追

求個人利益或地方政府在追求集體利益，而影響到整體利益

時，中央就要出來管了，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這是選民的

託付。這個角色行為、角色分工，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啦，回過頭來講，我發講義給大家了，今天好像有點教授

上身。 

剛剛看到這麼複雜的民眾認知，到底是什麼？其實 2000 年

我當陸委會副主委的時候，在某個場合，記者堵我麥的時

候，我就很清楚告訴大家，我方主張的「一中各表」，對方

沒有接受；對方主張的「一中原則」，我方沒有接受。就是

「九二香港會談」，後來不了了之，所以我始終堅持沒有「一

中各表」，因為對方不會接受。 

那到底是怎樣？我來幫大家還原一下。大家知不知道 1992

年香港會談的主題是什麼？大家知不知道？當時你們年紀

小，可能不知道，是「文書驗證」，不是政治談判。是有四

項文書要驗證。什麼叫做文書驗證？很簡單。譬如我在學校

教書，我們現在……對不起，非廣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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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規定要修第二外國語，如果不修的話，

為了增進英語能力，你可以去考多益，規定要 800分以上，

同學就去考，交了成績單來。學校看到成績單就會問，「這

是你印的，還是它發出來的？」所以會透過管道回頭去問，

舉辦多益考試的公司，這個 document是不是你發出來的？這

個叫做文書驗證。兩岸自從 1987 年恢復往來以後，就開始

有一些社會交流，特別是親情的交流，產生一些婚姻、繼承

的問題，所以需要去證明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中華民

國的國民。比如說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財產繼承，我們知

道大江大海，1949年，因為國共內戰而到臺灣的一、兩百萬

的軍民同胞，後來在臺灣娶妻生子回不去了。兩岸恢復往來

之後，當年到臺灣來的軍人或公務員回到家鄉，看看當年沒

帶出來的妻子、幼子，當然親情很感人，抱在一起痛哭，但

是臺灣還有家、還要回來。沒過多久，這邊的爸爸過世了，

留下一筆遺產，可是我們憲法保障私有財產，所以中國大陸

大媽的小孩、同父異母的哥哥還是可以繼承財產。但是國父

孫中山講過，一個人的成就不是只有個人、還有社會，所以

個人財產的累積還有社會的集體貢獻。所以當初規定，中國

大陸親屬來繼承臺灣的財產，最多只能 200萬新臺幣。以當

時匯率 1:8來說是 25萬人民幣，相當大的金額。所以你要證

明你是他的小孩，比如你是住北京，就要北京市政府發一個

戶口謄本來證明你是他的小孩，來這邊繼承財產。好啦，那

你拿來這張到底是真的假的？這就叫文書驗證。所以當時講

好要找一個人，找一個單位，透過這個單位問回去，這個文

件是真的還是假的，就這麼簡單。 

可是中國大陸就在這個事務性的文書驗證中加進政治議

題，要定義這樣雙方政府的文件使用，到底是一個國家內部

的，還是國與國之間的？那我們就說，哎呀，證明是真的還

假的就好了，你們怎麼這麼麻煩要定義這個？他們就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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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他們堅持，雙方僵持不下。可是這涉及財產分割和繼承

的問題，人民很焦慮，要求政府趕快解決。 

因此，當初就想出一個辦法。中國大陸說，你要接受「一個

中國原則」。對方有提五個方案，我們也有提五個方案。我

帶來這本書就是前陸委會主委蘇起卸任以後，把一些原始文

件弄出來，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合法還是不合法，他把一些

原始文件都弄出來。這本是他出的，另一本是簡體字，是中

國大陸出的。「九二共識」的文獻，這是以前中國社科院臺

灣研究所所長許世銓，我也跟他蠻熟識的，過去交流的時候

常常交換意見。他跟臺灣東吳大學後來到銘傳大學，現在到

東華大學的楊開煌教授，兩個一起出的。這個都是簡體字，

但他就沒有原始文件，他只有文字，沒有把原始文件弄出來。 

這很簡單的，他提五個方案，我們也提五個方案，雙方兜不

攏，後來我們根據他的又修改了三個方案。修改的方案以

後，第三個方案就是這個方案：「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

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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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主題就是文書查證，這個文書到底是不是雙方政

府 issue（發出）的，重點在這裡。但對方就要求，要 define

（定義）到底是一個國家內部、還是國與國之間。最後當然

就是出現了「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個「一個中國原則」對我們來講是政治的框架，為什麼？

這要話說我們退出聯合國，1971年我們退出聯合國，在 1971

年之前，坦白講，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對不對？這個中國

是什麼？「中華民國」。我們還是聯合國的創始國。可是 1971

年，被趕出去了。這個中國，全世界都知道、都認知，就是

PRC，「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如果我們接受他的一個中國

原則，就是接受 PRC，「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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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之政府」。

就代表他是能夠代表我們的。某種意義，就是在國際法消滅

了中華民國。我們自己接受人家，說「好，你消滅我」，然

後臺灣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 

當時的李登輝政府當然不可能做這種事情，所以那時候爭取

要「一中各表」。所以我常常講說，國民黨講「一中各表」，

沒錯，我們還原當時的歷史，他們是要爭取「一中各表」，

為了要爭取「一中各表」，所以涵義不同。這段話其實商量

到後來，要寫下書面協議，這是當時書面協議的內容。重點

是書面協議落款的時候，大家看這裡，重點在海基會的落

款，看到沒有？「中華民國」。我們要用這個做時間的註記。 

我為什麼知道這麼詳細？因為當時談判的代表是許惠祐，後

來我訪問他，我也訪問當初的陸委會主委黃昆輝。所以對於

九二香港會談的來龍去脈，我非常清楚。今天很多人在講那

些，都沒有做好田野工作，就是憑自己的想像去講。我認真

問過他，也就是說當初有兩個策略，一個策略就是如果你要

寫成一個協議，我們落款就是「中華民國」，也就是說涵義

認知不同，我就不明講，但是我在文件上出現「中華民國」，

那你就寫「西元」。就這樣不多說，就這樣畫押下去。 

北京一看到這個，當時海協會的談判代表周寧（現在還在國

臺辦），他寫西元，我們寫中華民國。結果他看到這個當然

不願畫押，就離開了。我們還發新聞稿，我們多待兩天，希

望他能夠回來，但他不願意回來簽這個。 

這個 Plan A失敗了，我們很快就進入到 Plan B。因為你談判

絕對有準備各種方案。Plan A不成功，進入 Plan B。Plan B

就是，如果你不願意讓我寫這個東西，我就建議用口頭講，

口頭講的時候就直接講出「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當時

海基會發布新聞稿，並且去函海協會，「表達我方將以該年 8

月 1日『國家統一委員會』所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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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作為表述的方式。主要內涵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

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

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方則認

為『一個中國』應指 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

就是你要我口頭講，沒有畫押的時候，我要口頭講出中華民

國。對不對？你要我簽協議的話，要達成協議的話，我就這

樣子，用時間註記的方式出現「中華民國」。你要我各自口

頭講的話，我們是建議用口頭講，口頭講的時候我就要講出

中華民國。這是很合理嘛，就是要「一中各表」。那對方呢？

對方沒有答應。對方反而說，你就用口頭講這個（方案一）

好吧？也就是說，迴避掉中華民國在文書上出現，他說你就

口頭講這個好了，咬死就是口頭講。然後他說，因為各表嘛，

要表的方案是這個，「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

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

國的涵義。」這叫做「一中不表」。他對你是「一中不表」，

但在跟全世界就表的很清楚，「一中要表」：「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

唯一合法之政府。」一清二楚，對不對？所以他對外是戰略

清晰，對我們是戰略模糊。如果我們接受這個模糊，好像是

通關密語，結果呢？英文有一句話，漆油漆，漆到最後呢，

paint into the corner，漆到角落去了，走不出來。就好像關起

燈來混水摸魚，燈一打開你摸到什麼？摸到魚網，被困住了。 

對這個東西，我們當然沒有表示同意，沒有表示你可以這樣

子（陸方口頭表示），也沒有表示說要原來這個（方案一）。

一再主張我們要這個（方案二），結果就是什麼？不了了之

嘛。這就是一個歷史的真相。 

所以，九二（會談）發生的事情是這樣，但這是 Part 1，現

在進入到 Part 2。我給大家的資料可以看到，很清楚，尤其

國臺辦的講話，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都非常清楚，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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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各表？就是要消滅中華民國。所以總統昨天出來講，

中共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就是要和平統一你，

而且不放棄武力對臺，是不是？我們行政院賴院長有一次在

立法院，針對立委說「不要管他講嘛，他講他的，我們講我

們的」。賴院長答詢表示，這事關重大，不能模糊以待，不

要以為這個是通關密語就天下太平。這個是全體利益，我剛

剛講的，我們這麼多年守得這麼辛苦，那你問我為什麼不

講？為什麼現在才講？其實坦白講，我們剛上任的時候，我

們也想保留一點空間，所以蔡總統上任的時候說，我們尊重

九二年這個歷史事實，求同存異，擱置爭議。可是兩年多、

近三年來，人家牌越打越清楚，我們不得不逼出來，告訴大

家，真相其實是這個樣子，真相在「中華民國」，他是見不

得中華民國，他是要消滅中華民國。大家要了解。所以今天

藉這個機會跟大家說。 

其實過去也有個機會跟大家講，如果你用一個賽局理論來

看，在一個輪流出價的賽局裡，你出價，我還價，我出價，

你還價，最後你預設會輸掉，你要怎麼辦？很簡單，第一時

間點就是不要進去。所以在 2000 年，我已經預視到這個結

果了。所以 2000年我當陸委會副主委的時候，在一個機會，

你可以去找一找，我印象是中國時報第二版，我第一個跳出

來說，我方主張「一中各表」，他們沒有接受，他的「一中

原則」，我們沒有接受，所以最後不了了之。 

所以我很清楚。2015年馬習會，馬總統天天跟我們講，到現

在還在講「一中各表」，結果他在習近平面前講什麼？「九

二年香港會談就得到『一中原則』的共識，簡稱『九二共識』，

當時底下的陸委會主委夏立言，我的好朋友趙春山，嚇出一

身冷汗」。 

你說在房間裡面有講，誰知道？Who knows？你公開講「九

二就是達到『一中原則』的共識」。所以習拿到「一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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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東西以後打死不放，原因就在這裡。他不願意放嘛，因

為馬已經給他了。馬今天還在跟大家說「九二共識」就是「一

中各表」，他在習近平面前怎麼不講？公開怎麼不表？是不

是？ 

所以坦白講，你如果有任何的協議，像 23 項協議，白紙黑

字畫押，我們都接受啊！直航的問題，對不對？包括防疫的

問題，我們還 request（要求）他勒，是不是？你有白紙黑字

的畫押，我們要認帳。政黨是有輪替的，但政府是一致的，

你不能說前朝政府的東西，後面的人不接受，要推翻也要重

啟談判。但明明沒有這樣嘛！我今天給大家看這個，應該就

很清楚了。 

沒錯，當初確實在「一中各表」上有爭議，因為如果沒有自

己的表述，全世界都認為那個「一中」就是 PRC！你就是同

意在國際法上消滅中華民國！ 

所以我今天特別覺得說，唉，還原歷史真相，這個吵了 18、

19 年的事情，還要再吵下去嗎？以上，就跟大家做這些說

明。就這個問題，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出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