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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今（26）日上午出席「兩岸交流 30年回顧與前瞻研

討會」開幕典禮，重申政府「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對抗

老路，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的原則，並再次呼籲兩岸領導人應秉

持圓融、中道的傳統政治智慧，尋求兩岸關係的突破，為兩岸人民

創造長久的福祉，永遠消除敵對及戰爭的恐懼。

總統致詞內容為：

今年是兩岸交流 30週年，也是臺灣開放大陸探親 30週年，因

此，今天舉辦這場「兩岸交流 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有相當重

要的歷史意義。

1987年 7月，臺灣宣布解嚴，那年的 11月，政府開放數十萬

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大陸老兵，能夠返鄉探親。正式結束了現代史

上，一段因為兩岸敵對造成親情拆散，骨肉分離的悲情歲月。

兩岸關係也從此開啟了邁向和平的歷史新頁！

在這裡，我要特別敘述一段常受到忽視的歷史經過。

在解嚴之前，因為當年政府「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

不政策」，兩岸往來不但是政治禁忌，也是違法行為。但在 1987年，

一群來臺老兵身穿寫著「想家」二字的白上衣，穿梭於臺北街頭，

挑戰政策禁令。

當時，民進黨創黨不滿一年，力量還很有限，卻勇敢堅定地和

示威老兵站在一起，為他們請命。

在探親禁令解除之前，民進黨中常會就通過決議，主張兩岸人

民返鄉探親不應受到限制，應該允許兩岸人民往來交流，進而催化

了開放大陸探親的重大決策。而這個決策，也為兩岸關係的發展，

01、 總統出席「兩岸交流 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開幕典禮
 再次呼籲領導人秉持政治智慧 尋求兩岸關係突破  

日期：106-10-26 【總統府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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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了跨時代的里程碑。

這是民進黨做為一個在野黨，對兩岸關係邁向正常

化，所做的第一份努力，更彰顯出民進黨以人民為本的

兩岸政策核心理念。

從撫平兩岸親情的傷痛開始，兩岸的接觸不再是禁

忌，也促進了兩岸人民的往來、認識和瞭解。接下來，

涵蓋經濟、社會、文化、體育、學術等兩岸各方面的交

流往來，進而展開、逐漸加溫，並且發展成為多面向的

民間交流。

從 1987年到現在，臺灣民眾到中國大陸旅行，已經

累計將近一億人次，而對岸人民來臺，也高達兩千四百

多萬人次。

兩岸航運關係從間接變成直接，現在每週有將近

九百航次民航班機，往來兩岸。經由金馬小三通往來兩

岸的，累計更超過一千七百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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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為核心的兩岸往來交流，為 30年來兩岸關係從敵對走向

和平發展，做了最佳的註解。

從 1991年，政府先後成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及財團法人海

峽交流基金會，並制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後，兩岸的往來交流，

逐漸進入到半官方及官方的層次。

1992年，我方和對岸進行香港會談，進而開啟了兩岸制度化的

協商，包括 1990年代，舉行了兩次廣受注目的辜汪會談，以及 2008

年到 2016年，兩岸簽署了 23項協議。

民進黨政府，不僅尊重這樣的歷史事實，而且也概括承受兩岸

已經簽署、並完成立法程序的各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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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民進黨首次執政，雖然兩岸關係出現一些波折，但在八

年執政期間，我們仍然把增進兩岸交流以及人民福祉，做為政策目

標，務實地推動兩岸關係發展。

2001年開始實施的兩岸小三通，邁出了兩岸直接通航的歷史性

一步。接著，經由雙方務實磋商，從 2003年小規模、單向、間接的

臺商春節包機，到 2005年以後，逐步擴大到雙向、直接、航點航次

增加，規模不斷擴增的清明、端午、中秋、春節，四個兩岸傳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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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間的節日包機，為兩岸全面性通航，奠定制度化的基礎。

雖然如此，但當時兩岸的兩個執政黨，因為沒有過去往來及

互動的淵源，也沒有足夠的相互認識及理解，以致於兩岸關係無

法穩定的發展。

我一貫認為，執政者必須以全體人民的利益作為施政的原

則。而兩岸關係要穩定發展，雙方的執政黨必須有所互動及交

往，增進相互了解，逐步累積信任，才能共同面對處理兩岸交流

的各種事務。

在紀念兩岸交流 30週年的此時此刻，雖然目前兩岸關係維

持了基本穩定，但我們希望能有進一步的改善。去年 520就職所

做的承諾，我們展現了最大的誠意，也為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穩定發展，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證。

雖然兩岸關係仍然面臨一些不確定性，但維持兩岸和平穩定

與發展是最高共識。「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對抗老路，

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是我們處理兩岸關係，一貫不變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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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過去 30年，兩岸共同見證了全球化的飛躍發展，也共同分

享了全球化的果實。

兩岸各自發展又相互合作，在過去 30年，讓臺灣成為新興工業

國家的典範，也是供應全球資通訊產品的核心基地，同時，也讓中

國大陸快速崛起。這些改變，提升了兩岸在國際社會中，各自扮演

的角色和影響力。

現在，全球化的進程，正陷入了不進則退的逆境。區域發展及

安全情勢，更緊扣著各國未來的命運和人民的福祉。

做為全球及區域的重要成員，並且各自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海峽兩岸應該展現新的思維，透過雙方的各自努力及共同合作，為

區域的和平及繁榮發展，為全球化的持續推進及改善，也為兩岸共

榮發展的美好願景，做出貢獻。

兩岸人民共同見證了過去 30年，和平發展的歷史新頁；展望未

來，我們應該珍惜 30年前，開放探親為兩岸關係所帶來的歷史性改

變，以及累積的寶貴成果，在既有的基礎上，共同思考、擘畫未來

30年兩岸關係發展的願景工程。

中國大陸執政黨，剛剛完成了黨代表大會，進入到另一個全新

的執政階段。去年 520，我呼籲兩岸的兩個執政黨，應該放下歷史包

袱，展開良性對話，造福兩岸人民。

現在正是一個改變的契機。我要再次呼籲兩岸領導人應秉持圓

融、中道的傳統政治智慧，尋求兩岸關係的突破，為兩岸人民創造

長久的福祉，並永遠消除敵對及戰爭的恐懼。

最後，我也要感謝許多先進及前輩對推動兩岸交流的貢獻和付

出。在座各位先進，都是兩岸交流方面的傑出學者及專家，也是兩

岸交流發展歷史的見證者，希望大家共同貢獻智慧，為開創新階段

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努力。

最後，預祝會議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包括總統府秘書長吳釗燮、國安會秘書長嚴德發、行政院陸委

會主委張小月、國安局局長彭勝竹、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田弘茂

及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許信良等亦出席是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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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許董事長，各位學者、嘉賓，大家好 !大家

早安！

非常榮幸來參加今天的研討會，感謝商業發展研究院的費心安

排，邀請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及兩岸學者齊聚一堂，共同探

討兩岸經貿交流的過去與未來。

今年是兩岸交流 30週年。30年前的 11月，政府開放大陸老兵

返鄉探親，是兩岸交流的起點，開展後續社會、經貿、文化、教育

各方面交流。經貿是兩岸交流當中非常關鍵的一環，如何推進，讓

兩岸經貿有利於兩岸人民，並成為臺海及區域和平穩定的力量，值

得共同深入探討。

兩岸經貿政策更迭，開放及「共存共榮」想法不變

回顧過去 30年，兩岸關係有起有落，不變的是，兩岸經貿從未

間斷。兩岸經貿政策，從 1996年到 2000年的「戒急用忍」；2001

年到 2007年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及「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2008年到 2015年的制度化協商，以及 2016年以來的「合作互利，

共存雙贏」，風險管理的概念一直存在，但開放的方向沒有改變，

兩岸人民「共存共榮」的理想與願望，也未曾動搖。

兩岸經貿優勢互補、相互作出貢獻

兩岸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中，優勢互補，相互合作，促進彼此

繁榮發展，從過去沒有貿易，到互為重要貿易及生產夥伴。中國大

陸位居臺灣對外貿易、對外投資的第一位，充沛的生產要素及廣大

市場，提供臺灣企業發展的空間，促進臺灣經濟成長。臺灣在中國

大陸投資，提供資金、技術、管理專業，協助中國大陸產業轉型升級，

創造就業機會，為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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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是臺灣對外經濟發展重要一環，政府珍惜成果

2014年到 2016年，兩岸貿易每年超過 1,100億美元，兩岸人

員往來每年超過 920萬人次。2017年 1月到 9月，兩岸貿易金額

達 99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18.9％，高於整體對外貿易成長的

14.5％。相關數據顯示，兩岸經貿關係持續密切，是臺灣經濟發展重

要的一環。

政府珍惜兩岸交流的既有成果，尊重 1992年兩岸香港會談的歷

史事實，努力維護兩岸已簽署，並已生效實施的各項協議。這些協

議，涵蓋兩岸交通、貿易投資、金融與產業合作，以及交流安全等

面向，為進一步推進兩岸經貿、健全往來秩序，建立了基礎，並提

供制度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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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濟戰略存在若干共同理念，可以相互合作

兩岸內外經濟情勢不斷變化，各自面臨不同挑戰。中共十九大

報告，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深化供給

側改革、加快創新、振興農村、協調區域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並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推動全面開放新格局。

我政府則聚焦產業升級，突破經濟停滯，創造就業，全力解決企業

界反映的「五缺」問題、推動 5+2創新產業計畫，並以「新南向政

策」，積極為臺灣尋找在國際秩序中的新位置。

兩岸各自的經濟戰略，存在若干共同理念，包括：以人民福祉

為依歸、強調創新、開放、數位經濟、包容發展等，可以相互學習，

協調發展，以雙贏思維，在互利互惠原則下，擴大及深化雙方合作。

關注川習會及 APEC發展，主張更為包容性思維

在亞太區域情勢方面，美國川普總統剛結束亞洲行程，與多位

國家領導人會面，就經濟及安全議題進行戰略對話，「川習會」開

展美中貿易新局勢，引發全球關注。APEC領袖會議期間，美國及日

本主張「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區域」戰略、中國大陸重提「亞

太自由貿易區」（FTAA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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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退出後，其他成員繼續努力，共推「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

定」（CPTPP,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等，展現各國在區域合作過程中的角力

和努力。

臺灣作為亞太地區負責任的成員，呼籲區域的和平、穩定、繁

榮，應該有更為包容性的思維。協商代替對抗，永遠是最好的解方。

太平洋夠大，不僅容得下美國及中國大陸，也容得下所有 APEC成

員及周邊國家。未來臺灣會繼續努力參與多邊區域經濟整合，並與

周邊國家洽簽協議。

兩岸應溝通對話，尋求互動新模式

目前兩岸關係維持基本穩定的格局，但仍然面臨一些不確定性。

蔡總統多次公開強調，我們的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對抗

老路，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政府堅定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現狀的政

策立場一貫。

兩岸雙方應該健康正常往來與交流，這是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望，

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未來政府將在兩岸交流 30年累積的成果

上，繼續展現善意彈性，務實理性，向對岸伸出友誼的雙手，敦促

海峽兩岸實事求是，展現新思維，雙方共同努力，尋求互動新模式。

海峽兩岸同為亞太區域的一份子，都以維持兩岸和平發展為目

標，所謂「有心就有路」，面對全球及區域發展新情勢，衷心期盼

雙方發揮政治智慧，儘速進行協商對話，化解分歧，共同合作，為

兩岸人民增進福祉，為區域和平及繁榮發展，做出貢獻。

最後，預祝今天的研討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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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兩岸交流 30 週年活動 -兩岸經貿交流回顧與前瞻國際研討會」張小月主任委員開幕致詞稿



106-10-26

03「兩岸交流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張小月主任委員致詞稿

兩岸交流三十週年活動重要政策文件



106-10-26

03「兩岸交流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張小月主任委員致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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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吳秘書長、海基會田董事長、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許董事長，

各位嘉賓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研討會，我要特別感謝亞太和平研

究基金會許董事長及其團隊，為我們舉辦今天的研討會，也特別要

謝謝海基會田董事長及同仁在 1樓辦理照片展覽。

從民國 76年政府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改變兩岸長達 38

年的隔絕狀態，當年的一小步，今天的一大步，在過去 30年當中，

兩岸關係有高有低，有起有落，曾經還有一度是軍事對峙、戰爭一

觸即發的狀況，但雙方都願意把政治爭議放在一邊，追求交流互動，

我們相信只要雙方願意「求同存異」，都可以為兩岸關係找到新的

機會。

兩岸在政治體制、發展模式選擇的制度各自不同，但並沒有造

成兩岸交流的障礙，兩岸透過學術、宗教、經濟及人文的交流，豐

富了雙方對彼此社會發展的內涵，兩岸之間政府機關的往來也增加

03、「兩岸交流 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張小月主任委員致詞稿

日期：10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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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認識與瞭解。交流互動是自然的流露情感，穿越了臺灣海峽，

為人民幸福帶來夢想。而臺灣在經貿、人文、醫療技術及生活方式

等方面的軟實力、創新與多樣化，不斷創造並連結兩岸人民共同福

祉，成為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重要元素，這是兩岸當局應該珍惜的

正向資產與得之不易的成果。

21

03、「兩岸交流 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張小月主任委員致詞稿



22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有句名言「你回首看

得越遠，你向前也會看得越遠」（The longer you can look back, the 

farther you can look forward）。去年 520以來，兩岸關係面臨新挑

戰與新情勢，政府始終堅持立場，我們的承諾沒有改變、善意沒有

改變，不會走回對抗老路，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我們會致力維護

海峽兩岸和平穩定，追求進一步發展。

稍後各位會看到一個影片的精華版，這是我們委託「國家地理

頻道」所製作的，會在亞太地區 41個國家播放，它用兩個故事來說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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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兩岸因為交流而讓故事主人翁的夢想能夠實現、他們的夢想可以

起飛。「人類因夢想而偉大」，在座有很多嘉賓在過去都曾經是推

動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推手，我要向他們表達我最誠摯的敬意。我

相信兩岸只要敞開心胸、相互尊重，就跟影片當中的人物一樣，抱

持著樂觀、溫暖、希望的力量，兩岸人民可以實現更多的夢想，國

際友人可以看到兩岸交流的成果，看到臺灣的美好。

兩岸關係過去經過很多的階段與過程，每每在面對「山窮水盡

疑無路」的艱苦挑戰時，轉個彎「柳暗花明又一村」，找到了新天

地。19世紀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曾說：「生

命只能從回顧中領悟，但必須在前瞻中展開」（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s;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s）。回首來時

路，我們希望兩岸雙方莫忘初心，雙方一起合作，抱持著「以民為本」

的理念，在變局中尋找兩岸合作新契機，共同思考兩岸互動新模式，

開啟下一個 30年兩岸交流的歷史新篇章。

祝福今天活動順利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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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兩岸交流 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張小月主任委員致詞稿



106-10-11

04「兩岸交流 30週年 - 郵票特展」開幕典禮

張小月主任委員致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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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11

04「兩岸交流 30週年 - 郵票特展」開幕典禮

張小月主任委員致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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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王（國材）政務次長兼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陳（憲著）總

經理、海基會柯（承亨）副董事長、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陳（友安）

理事長、美國中華集郵會中國分會何（輝慶）理事長及現場各位佳

賓，大家早安、大家好。

首先，感謝交通部、中華郵政公司對於這次「兩岸交流 30週年」

活動積極與熱情的支持。今年是兩岸交流 30週年，應值紀念，陸委

會陸續規劃辦理一系列活動，其中舉辦郵展就是一個闡述兩岸關係

非常好的方式，承蒙交通部及中華郵政公司配合辦理，才能有今天

珍貴的郵品展覽。

30年對一個人的一生來說，也算是相當長的時間，剛出生的嬰

兒，30年已成長為一個大人。30年前政府開放兩岸探親交流，目的

只是為了要讓臺灣民眾能夠到中國大陸探親，並透過書信進行往返

聯繫。在 1987年開放探親之前，臺灣和中國大陸是處於冷戰的時代，

是那種「有你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你」的對峙關係，然而自 1987

年開始，兩岸當局體認須滿足民眾的親情往來需求，因此，兩岸開

啟交流的第一步就是開放民眾返鄉探親。

04、「兩岸交流 30週年 -郵票特展」開幕典禮
 張小月主任委員致詞稿

日期：10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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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當時政府主政官員及民眾絕對無法想像 30年後的兩岸

關係會變得如此密切，包括透過兩岸經貿往來，中國大陸已成為臺

灣對外貿易最重要的夥伴之一，也一定想像不到，在臺灣已有 33萬

對兩岸佳偶，在臺居住陸配已有 33萬人，在臺灣念書的中國大陸學

生已超過 1萬多人，以及有這麼多的觀光客來往兩岸之間。這 30年

間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因此，我們也不能再用 30年前的態度，來處

理今日的兩岸問題。

30年前兩岸通郵係透過間接方式，包括 1988年透過紅十字會

辦理間接通郵業務，1989年起由郵政單位將信件經由香港或日本等

地轉遞中國大陸。在 1988年以前，如果寫一封信去中國大陸，會引

發很嚴重的後果，但今天我們不但郵務往來更加便利，甚至拿起電

話就可以直接打到中國大陸，這就是兩岸透過互相溝通交流，使得

兩岸民眾往來更便利、更密切的現況。

總統在今年雙十國慶文告中特別提到，兩岸之間，我們承諾沒

有改變，善意沒有改變，兩岸真的應該要多往來交流，要在對等、

公平基礎之上，進行溝通對話、會面交流，這對兩岸關係正向發展

非常重要。兩岸關係從過去走到今天，歷經很多階段及過程，在面

對未來兩岸關係，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期待，期待未來的兩岸關係，

能走向正面、積極交流發展，在此也特別感謝交通部推動兩岸郵務

交流持續進行。

今天現場展出自清代迄今珍貴的郵品，內容十分豐富，精采可

期，祝福本次郵展順利成功、大家心想事成，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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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兩岸交流 30週年 -郵票特展」開幕典禮　張小月主任委員致詞稿



106-09-30

05 「兩岸交流30週年活動 - 小三通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張小月主任委員開幕致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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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兩岸交流30週年活動 - 小三通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張小月主任委員開幕致詞稿

兩岸交流三十週年活動重要政策文件



30

行政院張（景森）政委、金門縣吳（成典）副縣長、連江縣劉（增應）

縣長、澎湖縣長代表 -洪（棟霖）參議、楊（鎮浯）立委、陳（雪生）

立委、劉（德勳）監委，與會的兩岸各界小三通專家、學者及相關

主管業務人員，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參加今天的研討會。今天在場的嘉賓包含金門、連

江、澎湖縣政府及各界產官學代表，更難得的是當時辛苦努力、催

生小三通的許多前輩及同仁，也都出席了今天研討會，使得今天的

研討會更添光彩及意義，感謝各位的蒞臨。

今年適逢兩岸交流 30週年，在兩岸交流 30年過程中，小三通

的啟動可以說是從無變有、從小變大，變成為活潑暢旺的兩岸往來，

對兩岸關係的進展，發揮很大作用，當時陸委會蔡英文主委，就是

現在的蔡總統，衡酌兩岸關係發展，在照顧離島金馬澎民眾福祉的

理念下，推動開放小三通政策，帶動往後兩岸關係及金馬澎地方發

展進入新的階段。小三通迄今即將進入第 17個年頭，小三通人員往

來已近 1,730萬人次、航運往來已逾 12萬 4千航次，金馬澎這些年

的發展與繁榮，大家都有目共睹。

05、「兩岸交流 30週年活動 -小三通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張小月主任委員開幕致詞稿

日期：10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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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兩岸交流 30週年活動 -小三通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張小月主任委員開幕致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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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這次舉辦的研討會，要一起來回顧小三通的歷史，透過

成果見證小三通為金馬澎帶來的變化，也要從小三通演進的過程中，

研究如何在現有基礎上，讓小三通為金馬澎的發展，帶來更多的契

機。我們也希望透過小三通先試先行，思考是否有機會可使現今兩

岸關係，突破框架及限制，繼續往前發展。陸委會目前正在檢討「小

三通」通航實施辦法，期待今天各位寶貴的意見，也能作為研修相

關法令及政策的重要參考。

去年 520以來，兩岸關係雖然發生變化與面臨挑戰，但政府重

視務實推動兩岸相關政策，多次強調在既有歷史事實與政治基礎上，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

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要向對岸展現善意與彈性。中華民國

是主權國家，我們維持現狀的兩岸政策立場一貫而堅定，並致力承

擔維護臺海和平及區域安全的重要責任。在國際情勢變動方面，我

們也將關注美國總統川普訪問中國大陸，包含北韓及美中經貿等議

題，都是影響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及安全的重要因素。不久之後中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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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也將召開「十九大」，我們也會關注新執政團隊對兩岸關係的

未來政策與方向。

過去 30年，臺灣內部民主有非常活潑暢旺的發展，民眾對於自

由民主的堅持，這些都會影響兩岸的關係，我們期待未來兩岸關係

能有正面、正向、積極發展，這需要兩岸雙方共同來努力。有的時

候很多事情是在一念之間，期待我們釋出的善意，對岸可以用更高

的格局、更寬闊的眼光，為兩岸人民謀福利，從兩岸福祉共同出發。

過去冷戰時期，金馬曾是對峙的最前哨，透過小三通先試先行，現

在已是和平的第一站。我們希望透過今日本次研討會，帶出兩岸和

平穩定發展的大方向。預祝今天的研討會順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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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兩岸交流 30週年活動 -小三通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張小月主任委員開幕致詞稿



106-05-05

06「兩岸交流30年研討會」

林正義副主任委員開幕致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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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兩岸交流30年研討會」

林正義副主任委員開幕致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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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周校長、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丁樹範主任，各位女士、

先生，大家早安！

非常榮幸應邀出席政大國關中心舉辦的「兩岸交流 30年」研討

會。自1987年政府宣布開放赴中國大陸探親以來，兩岸已交流30年，

這場學術會議的舉行格外具有意義。回顧過去 30年的兩岸關係，從

1987年開放探親以來，先有臺商進入中國大陸投資，密使開局、香

港會談、辜汪會談、千島湖事件（1994）、臺海飛彈危機、辜汪會

晤、特殊國與國關係、第一次政黨輪替、小三通、統合論、一邊一國、

防衛性公投、澳門模式、大三通與 23項協議的簽訂、馬習高峰會、

陸客火燒車事件等，兩岸由最高層秘密會談，到最普羅的民間往來

互動，呈現出結構性的合作與緊張關係。最近幾年每一年兩岸人員

往來已逾 8百萬人次，卻也呈現去多來少的現象。在兩岸交流互動

的過程中，臺灣企業家參與也見證了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經濟起飛。

以下就政府現階段兩岸政策提出幾點說明，就教於各位先進。 

一、 兩岸 30年交流歷程與成果彌足珍貴，是兩岸關係發展的最大資

產。國民黨或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兩岸關係雖呈現不同速度

的進展，但不能忽略快慢之間各有國家利益的考量。除有擴張

性的延伸，也不能忽略規範性的檢討。雖然中國大陸片面中斷

兩岸制度化協商，但我方仍致力推動兩岸關係循序開展，努力

維持兩岸的交流與溝通機制。 

二、 政府展現維持現狀的決心與行動，善盡維護臺海和平的責任。

去年 520蔡總統就職演說表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並多次強調在尊重九二

香港會談的歷史事實與既有政治基礎上，堅定維護兩岸關係和

平穩定發展。過去一年，我們堅守維持現狀的承諾，秉持不挑

06、「兩岸交流 30年研討會」
 林正義副主任委員開幕致詞要點

日期：106-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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釁的態度，政府更主動就重要緊急事項及國人

權益、國際參與等事務，與陸方聯繫，並推動

兩岸協議的持續運作。 

三、 面對當前區域及兩岸變動的新局勢，兩岸雙方

應透過溝通對話，避免誤解與誤判。對話和溝

通是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建立互信的重要

關鍵。近一年以來，中國大陸對我方釋出的善

意並未有回應，一再堅持「兩岸同屬一中」的

「九二共識」為兩岸互動的政治基礎，緊縮兩

岸互動及協商機制運作；另在國際間加大宣示

「一中原則」，阻礙我國際參與。面對當前區

域及兩岸變動新局勢，我們認為，相互諒解尊

重、不設前提的溝通與對話，才是解決問題及

建立互信的最重要關鍵。 

四、 兩岸正常交流不應受政治前提干擾，人民權益

福祉是雙方交流合作的核心。兩岸關係的開展

不僅讓雙方看到彼此的相同處，也必須共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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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雙方在生活方式及制度發展與價值的差異，所以「求同存異」

成為歷來我方政府的共同詞彙。政府正向看待兩岸各領域多元

交流互動，歡迎陸客來臺觀光，關懷陸生、陸配在臺的就學及

生活，營造兩岸交流友善安全的環境。此外，針對各界關注李

明哲案，我們希望中國大陸應儘速對外公開說明事實真相與案

情，儘速公布限制李明哲人身自由的地點，並儘速同意家屬探

視，不要讓這件事情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阻礙。我們不怕兩岸

之間有艱困棘手的議題，就怕先入為主設置障礙，喪失務實妥

適解決的空間。 

五、 臺灣的國際參與有助兩岸關係的進展，政府將繼續爭取參與

WHA及國際醫療活動。政府高度重視即將舉行的「世界衛生大

會」（WHA），過去八年臺灣的專業參與WHA及貢獻，獲得世

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與肯定。今年臺灣能否參與WHA，也是

下階段兩岸關係上的重要指標。我們認為，醫療無疆界，參與

「世界衛生大會」攸關臺灣國人的健康權益，不應該受到任何

理由的剝奪。對岸須謹慎處理本案，避免傷害兩岸關係。 

兩岸開放交流 30周年是值得回顧與展望的時刻。蔡總統日前接

受專訪指出，雙方要共同面對亞太「新情勢」、兩岸的「新問卷」

及「新模式」。兩岸關係不是單方可主導的，而是互動的過程。希

望中國大陸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能跳脫現有格局，能有更正面的

發展，共同思考結構性的合作關係。我們期待兩岸雙方運用勇氣智

慧與創新思維，取代惡言相向的舌頭、粗暴對待的拳頭，以恆久忍

耐，開展未來 30年良性互動的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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