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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之音電臺「蔻蔻早餐」專訪王主委逐字稿 

103.2.17 聯絡處新聞禮賓科彙整 

 

問： 2 月 14 日到 2 月 17 日，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先生到南京及上海

進行 4 天 3 夜的訪問，為兩岸關係開啟了新的扉頁，而這個新

的扉頁將如何撞擊兩岸之間各種不同層面關係的發展？今天非

常謝謝王郁琦主委百忙當中抽空到節目現場，讓大家對您的訪

問大陸之行能夠有更深刻、連貫的了解。王主委早。 

答：玉蔻早，各位聽眾朋友大家早。 

問：我本來想要像張志軍一樣叫您郁琦主委。非常謝謝您來到我們節

目。上個禮拜您們是在情人節回來？ 

答：也是元宵節。那天蠻有趣的。 

問：剛好是在元宵節回來，而且是在元宵節前一天您們茶敘。 

答：對。 

問：這次您到大陸去，千呼萬喚，從您第一次擔任蕭萬長副總統的發

言人到海南島博鰲論壇，一直到昨天，在您的人生恐怕也創下

很難得的紀錄。 

答：的確是一個緣份，以前也都沒想到。2008 年陪蕭副總統去博鰲

論壇擔任發言人，那也不是刻意的，其實就是因緣巧合。那個

時候馬團隊的發言工作，大部分是由羅智強來擔任，但是那時

候 2008 年（總統大選）剛選完，他太累了，他就找我代班。我

就說，「好吧，要我代班就去吧」。哪知道是這麼重大的事情。 

問：沒想到博鰲論壇最後變成王張會。我們現在回過頭來，還以為是

馬總統故意要培養您擔任陸委會主委。 

答：不是這樣的，單純是羅智強太累了叫我代班。 

問：因為羅智強這個發言人換成王郁琦到博鰲論壇，跟胡錦濤有一面

之緣，對不對？還是不只一面？ 

答：都是緣份吧，是機緣巧合。 

問： 王郁琦主委跟南京大學在新加坡大學有過辯論賽，那是在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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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的時候，後來這次到南京大學演講。 

這 4 天幾乎每 1 天您都像小金魚一樣，在金魚缸裡被大家徹底

地報導。您回來之後，有各種相關的問題。 

呂秀蓮副總統說您表現很不錯，而且她說您表現得比連戰還優

秀，要您選臺北市市長。因為您在博愛廣場提到了中華民國，

而且在南京大學的演講表現得不卑不亢。這個評論，您怎麼看？ 

答：我謝謝呂副總統。 

大家看到的是我個人的表現，我也不可諱言地盡力了，我盡最

大的努力來做好這件事。但大家看到的只是我的表現，可是它

的背後其實是整個陸委會的團隊、我們所有同仁共同努力的結

果，大家看不到的事前協商，還有行程的規劃、行政上怎麼樣

確保每一件事情都能夠順利地完成，以及各種突發事件的處

理。所以，大家看到我的表現，事實上是陸委會整個團隊努力

的結果，我個人來講，我也是看到同仁都這麼認真、這麼努力，

很自動地把每一件事做好，我自己也很感動。所以我也告訴我

自己說，我也要全力以赴，不要辜負我們的同仁。 

問：您在回國的記者會上，很多的記者問了非常多尖銳細節的問題，

但有一些沒有觸及到的，今天再請教王主委。您在祭謁中山陵

的時候在博愛廣場的發言，用到的是「國父創建中華民國已經

103 年」。當時的記者說，現場國臺辦的官員是迴避的。我要請

教您，博愛廣場的發言，事先有讓大陸的國臺辦深切地理解吧？ 

答：有。因為一定可以想像，我講的內容不管怎樣，跟過去相比是一

個突破，雙方互相打招呼、有諒解。當然他們也希望我不要這

樣子。（問：所以一開始他們希望您不要講「中華民國創建了 103

年」？）對…。（問：那您怎麼樣爭取到對方的同意？）就是講

得很清楚。我身為中華民國的政府官員，要維護我們的立場，

我們有我們的尊嚴和立場。今天如果連這一點都反對的話，事

實上我在最初的時候都有考慮，如果這一點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的話，說不定我就不去了。（問：所以是您在離開臺北之前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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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辦就已經得到的默契跟共識？）我想他們也有釋出善意，跟

過去相比，他們也是在忍耐。（問：大家忍耐是有目的的，很多

的忍耐都需要有下一步。）當然，沒錯，他當然也希望後續能

來臺灣訪問。（問：您離開臺灣到南京之前的協商裡面，就已經

規劃好中山陵的博愛廣場前面要有「中華民國創建 103 年」的

發言，如果對方不同意的話，搞不好您還不會去？）對，說不

定。（問：對方也了解您的立場？）是的。（問：現場的國臺辦

官員是迴避的，這也是您事先知道的嗎？）這個我不知道，但

是我可以理解，反正那個場景他們大概就自己想要避一避吧，

我覺得是他們自己想要避一避。 

問：您謁陵致祭的花圈上面是用「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今天有一

位資深兩岸記者表示，您這一次去大陸訪問，我們在某種程度

上也用了「陸委會」這個名詞取代了所謂的「臺灣主管兩岸事

務機構」？ 

答：這是一個進展，因為過去他們想要迴避我們正式的名稱「大陸委

員會」，所以就想出很多名詞，例如「大陸事務有關部門」，把

「主任委員」稱為「負責人」。第一，就是要迴避「大陸委員會」，

第二，就是要迴避「主任委員」。這一次來講，我們在中山陵用

「大陸委員會」，還有我的職銜「主任委員」都出來，這是一個

進步、一個突破。（問：但是他不准您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我想這是階段性的。現在他們可以忍耐的、他們的極限大概在

這裡，所以一步一步來，慢慢來。（問：這一次王（郁琦）張（志

軍）在南京見面和上海茶敘，基本上事前的溝通是非常細密的，

而且是你來我往的。雙方有諒解，也有忍耐，也有寬待。對方

不讓「行政院」這三個字出現，我們也接受了？）我們堅持說

要出現「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因為「大陸委員會主任委

員」其實就是一個正式的說法，已經不是「臺灣事務部門負責

人」。（問：所以您認為是一個進步了？） 當然是一個進步，絕

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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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即使您在博愛廣場講「國父創建中華民國已經 103 年」，花圈致

祭文上是「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可是大陸的媒體幾乎都沒有

報導，換句話說，中國大陸人根本不知道您王郁琦是用「大陸委

員會主委」的身分來，大陸民眾也沒有聽到「中華民國創建 103

年」，這有什麼用呢？ 

答：大陸的資訊管制也不是一天兩天的，這也是為什麼我這一次去的

時候，在好幾個場合都提到資訊不對等的問題。我們看他們的資

訊很方便，他們看我們的資訊很困難。所以我其實在好幾個場合

都提到，雙方的資訊要對等流通，要讓大陸的民眾有機會接觸我

們的資訊。 

但妳說大陸完全看不到，我覺得現在也未必，因為現在大陸網路

上的散播能力非常強，一方面有很多大陸的網友會翻牆，翻牆翻

到別的地方大概都看得到，另一方面他們內部的討論，我覺得現

在也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像過去一樣完全控制資訊的流動。 

問：所以您的意思是說，您這一次的訪問跟對方達成的默契，其實目

的跟功能是可以實踐的。  

答：是一個進展。（問：這個進展是一點一滴的嗎？）是一點一滴的，

並不是說一次訪問就解決了 65 年隔海分治所有的問題，這是不

可能的事情。 

問：您在南京大學的演講稿，國臺辦事前有一個字、一個字看過嗎？ 

答：我不是一個字、一個字給他看，我是請我的同仁在溝通的時候，

就裡面一些比較政治敏感的地方打個招呼，請他們諒解並理解，

對我而言這個演講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要太多干涉。（問：對方

對於您的演講內容有提出修正的意見過嗎？）雙方本來就是都他

希望這個地方怎麼樣、那個地方怎麼樣。我就說，有些地方我們

是很堅持的。（問：那您們堅持的是什麼呢？）其實妳最後看到

的就是我的心意。 

問：（南京大學的演講）您的主要訊息是什麼？  

答：我用 24 年前跟南京大學的同學在新加坡的辯論帶出兩邊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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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彼此陌生，而且雖然是競爭對手，卻又想要變成好朋友。我

覺得只要真誠相待，正視現實與彼此的差異，其實是可以真心交

往的。（問：您說的「正視現實」就是您後來說的「國父創建中

華民國已經 103 年了」，這是有連結的，對不對？）都有串在一

起，事前都有想過。（問：彼此有差異，這個差異是什麼差異呢？）

我在演講裡面談了很多臺灣特別的地方，跟大陸不太一樣的地

方。（問：您講的還是民主、自由的體制…）就是中華文化裡面

臺灣有一些特質，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這裡面後來在發問的時

候還有引起一些討論。 

問：您在（南大演講）現場曾經被嗆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有

的記者說您來不及回應，還是您故意沒回應？ 

答：玉蔻，您們當記者每天都在問別人問題，您們大概很少被人家問

問題，而且是即時要回答。事實上，在即時要回應問題的時候，

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處理您要問我什麼東西，我在沒有時間思考的

情況下馬上要回答。所以那位南大臺研所教授在問我問題的時

候，一開始他劈哩啪啦講了一串，我就在想他到底要問我什麼東

西。後來我理解了，他問我的是說，他覺得我舉了很多例子不見

得適用在大陸。他舉例，譬如說「富而好禮」，他說以前大陸窮

的時候，臺灣人笑大陸人窮，現在不窮了，好像意思就是說我們

在笑他沒禮貌。那時候我一聽他是要講這個東西，我心裡就想：

哪有這種事？「富而好禮」本來就是中華文化的傳統美德，不專

屬於臺灣社會，他怎麼會這樣講呢？所以我在回應的時候，就針

對他的問題，我就回應說我把臺灣的經驗跟您們分享，聽不聽、

合不合用，您們自己決定吧。（問：所以您不是故意迴避「臺灣

是中國的一部分」？）主要是因為他的開場白講太長，拉哩拉雜

太長。 

問：要請教您跟張志軍先生在上海和平飯店的茶敘，第二個就是為什

麼當天晚上出來的時候，對於有沒有談到馬習會，據報導您們雙

方都有失憶的現象，都迴避了。第二天您回到臺灣在記者會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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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才公開宣布張志軍說在 APEC 不適合有「馬習會」。這個中間

的政治敏感度在哪裡？思考的角度在哪裡？主委，其實據我知道

事前對方有來臺灣，你們也去大陸安排這件事，所謂的王張會正

式圓滿完成，出發之前有沒有過破局的可能性？ 

答：我剛剛講過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我身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我

在呈現我的身分的時候，就是包括我的單位大陸委員會、我的職

銜，還有我必須要維護中華民國政府最基本的立場，我也希望要

他們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這幾個很重要的目標，在事前都

希望能夠做到。 

當然有些地方是像去年 APEC 的時候，他其實已經稱我的職銜

了。但對於陸委會，因為上次我們是在非正式場合，有點像閒聊，

所以他叫我主委。可是對於大陸委員會，以及我後來說我身為中

華民國政府的官員到大陸訪問，我們政府的立場與中華民國存在

的事實，這些都跟他講，必須要讓我得到我們在意的這些東西，

這樣的訪問才有意義，後來當然他們也有釋出一些善意。（問：

所以經過多方的交涉，這些你要求的、在你去這 4天都按照劇本

在操作？）基本上是這樣子。 

問：請問 13 號晚上的茶敘是怎麼回事？ 

答：茶敘是本來就知道在第 1天比較正式的歡迎宴之後，在我們要離

開前，再用聊天的方式讓大家多溝通、多瞭解。 

事實上本來在一開始就沒有設定議題，不像說我們第 1天的工作

會議事實上是有設定議題，所以在設定議題的過程中，我們事前

都有讓媒體知道那天要討論的議題是哪些，以及每個議題基本的

立場，這個事前都有做到。 

茶敘其實一開始就講好是沒有設定議題的，其實講的比較白話一

點，就是大家互相增進彼此的瞭解。（問：在出發之前你跟張志

軍就有一個非正式的、在上海要見面的默契囉？）一個茶敘，就

是類似聯誼，增進瞭解。(問：這樣會不會被我們立法委員 K啊？)

因為這是一個社交性、聯誼性的活動，本來就沒有設定議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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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我們在茶敘過程中，大部分時間，張是在介紹大陸尤其是上

海的發展，那我跟他講台灣的一些情況，就是大家彼此對對方的

環境與瞭解，其實花很多時間在這部分。 

問：那對方為什麼會主動提及「馬習會」？為什麼當晚您與國臺辦方

面都不肯證實，記者說你當天晚上失憶，回台北才恢復記憶，這

裡面有什麼政治考量嗎？ 

答：其實，以我的個性，有些事情我就是想說，反正該要講，遲早大

家都會知道，但是我有跟陸方講說，就乾脆把事情講得比較清楚

一點，說我們的立場態度是什麼，他們的立場態度是什麼，大家

交換意見就是這樣。（問：你跟張志軍見面完之後，雙方都迴避

了有沒有講到「馬習會」？）是有一個諒解，他們希望說那天就

講到那裡，他希望。因為這個事情反正隔天就回臺灣了，在記者

會我就把這個事情講得比較清楚一點。（問：回臺的記者會的說

明有跟張志軍和國臺辦方面溝通過了？）我沒跟他講，我只有答

應說，當天茶敘下樓的時候，我們基本的立場是這樣，回來的事

情我自己處理就好了。（問：當天你們的共識是不要講？）不是

不要講，那天有講雙方已經表達既有的立場，那既有的立場記者

朋友都很清楚。(問：那就是對方認為不適當，那我們認為適當

的時機、身分、場合等等。)所以其實從當天簡單在大廳的受訪，

那個態度就已經很清楚，只是大家想聽從我嘴巴裡正式的、明確

的講出來，那我想隔天就是記者會。 

問：可是那天你的表情看起來有點沮喪，感覺好像你們幕僚評估馬習

在 APEC 見面性很低了？而且為什麼是張志軍先提的？ 

答：不會啊，沒有沮喪的意思，因為事情知道就是這樣子。(問：為

什麼張志軍先提？是張志軍設了一個茶敘的局，把你們找去，然

後跟你們說別再談 APEC？)我覺得你想太多了。其實就是他在閒

聊的過程中提到。(問：所以你不覺得這是一個不友善的？對話

指令，叫你們別談了。)不會啊。不是這樣子，大家是在交換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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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很多人擔心這個口被堵了之後，「馬習會」不可能發生了？ 

答：我從一開始在出發前，我就說這趟出訪本來主題就不是「馬習

會」。 

問：上個禮拜在臺灣跟中國大陸之間的兩岸關係，觸動了一個非常重

要的紀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郁琦與中國大陸國臺辦

主任張志軍見面，可以說是全球媒體矚目的焦點。在您 14號下

午回臺記者會上證實，13日晚上在上海和平飯店 9樓茶敘中，

張志軍主任主動提及（「馬習會」），事後有新聞寫到馬習會破

局…。 

答：我想，那天大家只是在交換意見，倒不是談到什麼破不破局的問

題，因為雙方講得都是以前各自在臺北以及北京都已經講過的東

西。(問：所以，你的認知不是張志軍故意在閒聊的過程中，向

你傳達大陸方面非常鐵板一塊的訊息？)那就是雙方各自表達以

前已經公開講過的東西，其實都沒有講新的東西。(問：他說在

國際場合不適合？)他們就覺得不適合，但我們覺得比較適合。

就是各自表達立場，就是這個樣子了，然後換個話題。(問：所

以這個話題就從來沒有再出現過？在兩岸關係裡面，「馬習會」

當然很重要。)我ㄧ開始還沒出發時就說，我們這一趟的重點本

來不是在喬「馬習會」。(問：你們這 2 小時還有什麼秘密，你們

見了面，還有茶敘，夾帶一些承諾的事情，你們這些一分一秒的

談話，會公佈給立法委員看嗎？)當然是沒有辦法，我們是在聊

天。你問我，我就講。立法委員問我，我就講。 

問：所以，你的意思，除了「馬習會」之外，兩岸關係的東西在裡面，

比較涉及政策性的東西，他有沒有跟你講，服貿協議拜託在這個

會期內通過。 

答：服貿的問題，我們在第一天的會議就已經交換意見。(問：你有

承諾嗎？)我說這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我們一定要立法院通過。他

也理解。因為在公開會議已經講過，這很清楚，在程序中就是需

要經過立法院審議，所以他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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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馬習會」是否在馬英九總統任內就不可能實現了？有沒有可能

在 APEC 以外的其他場合？今（17）日聯合報社論講到，北京不

反對「馬習會」，這是他們的解讀，從這次「王張會」之後；第二，

場合不在 APEC，馬習可另覓場合會面。我先請教你第一個問題，

北京不反對「馬習會」，是真的嗎？ 

答：他（張志軍）的確從頭到尾沒有提到反對「馬習會」這件事情。

(問：他反對 APEC 舉行「馬習會」？)就是在 APEC 那個場合，

我們的差異大概就是在這個地方。(問：這是一個很正面的訊息。)

但是我們目前沒有其他方案。(問：陸委會除了 APEC 沒有其他「馬

習會」的方案？那大家提醒你，聯合報社論教你嘛。場合不在

APEC，總統會指示你們再研究不在 APEC 的場合？)我不曉得

耶，我才剛回來。(問：人家說博鰲論壇可以啊。)我不曉得耶，

我覺得這個還要再研究吧。(問：後面這兩個都還不在你們的研究

範圍之內？)對，原來的方案不是這樣子，所以就再看看吧！(問：

馬總統交代你們，或者你們幕僚建議的使命是，APEC「馬習會」。

這是我們研究覺得比較適合的方案，但目前陸方既然覺得不適合

的話，這個方案的可能性就不高了。(問：可是他中間的比較有利

的發展空間是，北京不反對「馬習會」。)你要這樣解讀我沒有意

見，但是，我目前看不到其他的方案。因為目前我們還沒有其他

的建議。 

問：連先生今天去大陸，他明天會跟習近平見面。連戰先生說他沒有

特殊政治任務使命，你希望連戰先生幫忙促進「馬習會」嗎？ 

答：我希望互設辦事機構的人道探視議題能夠有進展。(問：你希望

連戰先生幫忙談這件事情嗎？)如果他剛好得便的話，我覺得提

醒一下臺灣很重視人道探視的事情也不是壞事。(問：你有拜託

連先生幫忙嗎？)在他出發前，我有跟他的幕僚通過電話？我是

說得便的話，人道探視的事情，如果方便的話，可以提一下。(問：

這是透過你私人的身分，陸委會主委的身分私下跟連戰先生的幕

僚…，但是馬主席跟連戰先生並沒有針對連先生這次去大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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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交代任何的政治任務？)我自己是不知道，但我看府方的回

應是沒有。 

問：馬習會的事，你沒有拜託他（連先生）幫忙？ 

答：我沒有提到這件事情。因為這個事情是要看情勢的發展。(問：

可是這是一個機會跟習近平見面。)我覺得現在兩岸互設辦事機

構的事情，是一個兩岸關係重要的發展。現在是卡在人道探視的

問題上，但如果能夠突破的話，對兩岸關係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我想，如果能有什麼方法可以促成人道探視的議題能夠有進展，

我們都會試試看。(問：到底卡在哪裡，人道探視這個問題不解

決的話，我們的辦事處就沒辦法早點雙方設立嗎？) 這個問題，

的確覺得他們怎麼會想這麼多？我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兩岸關

係不是外交關係，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係，講得很清楚。為什

麼要爭取人道探視，因為臺灣社會對於人道關懷，我們的民眾如

果在大陸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總是希望我們派去的人可以去看看

他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地方。大陸那邊覺得這跟外交領事功能太接

近。我們清楚說明不是，我們的重點在人道關懷。這就需要他們

能夠再想清楚一點。就是說，大家本來話都已經講清楚了，應該

要有些進展。(問：所以，基本上還是希望習近平主席方面，最

高層那邊對這件事情有深切的理解，才能打破現在卡住的部份。)

我想只要是能夠對推動互設辦事機構，爭取人道探視權有幫助的

作法，我們都會努力去嘗試。在工作會議談這件事情的時候，進

展是在於雙方都同意要積極去尋找可行的方案。雙方的共識是，

我們想一個可行的方法，現在看法上有點不一樣的地方，能否找

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問：接下來問的問題有點觸及敏感，你剛回來沒多久，連主席就去大

陸，而且要跟習近平主席明晚有非常盛大的見面，他還帶了企業

家七、八十位，以及學者等，感覺有點 PK 的樣子？ 

答：很多活動大家都是農曆過年後開始，農曆過年期間，大家都在休

息。所以，年度新活動開始，包括我們陸委會的活動也是，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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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正常的事情，我不會覺得奇怪。(問：坊間有種說法，習近平

或中國大陸，對於馬英九總統的某些兩岸政策作為不是很滿意，

所以用連戰榮譽主席來牽制馬英九總統？)我想你想太多了。

(問：是想太多？大陸跟臺灣的事情不是要靠想像力，這是你說

的。)對，但是越想越偏之後，就會變成在演戲劇了，就會脫離

現實的情況。(問：在思索兩岸關係、陸委會跟國臺辦的互動、

以及兩岸當局核心領導的互動上面，你們不會想像這些有點權謀

的作法嗎？)當然我們會注意，但是這次連榮譽主席去的時候，

應該就是單純他要去做私人訪問，當然也可以定位成民間交流跟

政黨交流，我想這是看得出來的。但是如果你放太多這種奇怪的

聯想的話，大概沒有必要。(問：你們不會去思考中國大陸對待

馬英九總統或是陸委會的方法或態度？)當然我們會注意，但就

這件事情上，我不認為有這麼嚴重。(問：你會去注意，是否用

連榮譽主席來牽制馬英九總統？)我們會注意相關的每一件事情

的發展，但就這次連榮譽主席去大陸訪問的這件事來說，我不覺

得有那麼複雜。 

問：連榮譽主席跟吳伯雄副主席去南京的時候都沒有講中華民國，只

有你講中華民國。 

答：我覺得不同的時空背景、不同的階段，兩岸關係是不停地在進展，

所以我這次能做到的也是因為前人奠下的基礎，前輩們在兩岸關

係持續正面推動，不斷奠定基礎，紮實之後，我這次才能做到我

這次做到的事情。我覺得在不同的階段，大家都扮演不同的角色。 

問：所以都按照事先的規劃，還有希望達到的目的，幾乎都已經達到

了，但是人道探視這件事卡住，希望連榮譽主席能夠幫忙。第二，

馬習會，目前王郁琦主委說，按照陸委會幕僚的安排，是沒有另

外一個場合的機會，除了 APEC 之外，沒有其他方案嗎？ 

答：目前沒有。(問：新聞報導說，金溥聰大使要從美國回來做國安

會秘書長，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促成馬習會，這又怎麼回事？)

這就是新聞報導的想像力太豐富。(問：以後馬習會如果不在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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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的安排範圍之內，馬總統若是透過國安會的管道，或是其他

類似國安會金溥聰主導的管道來進行，可能嗎？)國安體系本來

就是一體的，對於馬習會的態度，以前都講得很清楚：適當時機、

適當場合、適當身分，我們樂觀其成，但是之前我們認為比較適

當的方案，陸方顯然有不同的看法，目前也沒有其他方案。但未

來，就再看看吧，看整個情勢的發展。整個國安體系，國安會、

陸委會、外交部，兩岸、外交、國防本來就是一個團隊，大家一

起工作，不會有問題，本來陸委會也就是要受到國安會的指揮監

督，在國安體系上這本來就是正常的事情。(問：換句話說，就

是如果國安會秘書長金溥聰回來之後，對於馬習會另有促成的看

法，其實陸委會還是不會被排除在外，是在國安體系幕僚政策的

思索當中？)我們跟國安會之間向來都是這樣，就是很密切的合

作關係，制度上國安會本來就是督導我們相關的業務，本來就是

這樣。 

問：為什麼大陸會這樣鐵板一塊，就是不贊成兩岸領導人在 APEC 會

面？美國白宮國安事務相關官員都已經好幾次講樂觀其成，為什

麼大陸還是不鬆動，照此來看，中國大陸有其核心的對臺政策，

您怎麼看？ 

答：的確。我想可能是因為 APEC 是一個國際的場合，對他們來講還

是一個很大的忌諱，不希望跟馬總統在國際的場合見面，創造國

際間的一個印象，這是陸方不樂見的。(問：那既然知道，你們

還提這個建議幹嘛？)APEC 這個場合很特殊，當初設計的時候就

有考慮到兩岸的特殊關係，所以它的設計本身就可以讓一些很敏

感的問題很自然的處理掉，大陸方面有些智庫學者其實對此方式

也是支持，所以並不是說完全沒有討論的空間，所以當然我們要

試試看。(問：所以證明，當初陸委會提這個建議，不是百分百

的錯誤，否則被拒絕回來，立委會罵你們的。)當然不是錯誤的

建議，當然是有討論的空間，而且大陸方面也有些涉臺智庫的學

者專家也在討論這可能性。當然大陸當局還是有些更高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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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沒有辦法。(問：據我知道，並不是說對還是錯，目前分

派，涉臺單位像國臺辦或是外交部這些官員反對，是真的嗎？)

我不知道，他們內部怎麼切怎麼分，這我不清楚。(問：換句話

說，APEC 跟一般的國際場合是不一樣的？)它比較特別。(問：

有沒有要再去說服大陸的各種可能性呢？)兩岸領導人要在APEC

會面的可能性看起來是不高。短期看起來是這樣子，除非未來有

什麼變化，但是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子。(問：今年不不可能有機

會？)看起來是這樣，可能性不高。(問：你很失望嗎?)不會，大

家就是盡力去營造那個氣氛，本來這就不是一蹴可幾的事。 

問：兩岸發展太敏感了。 

答：APEC 從 90、91 年到現在 20 幾年，兩岸關係隔海 65 年了，早期

已經兵戎相見，在 2008 年以前也差點兵戎相見，能夠進展到今

天，這段循序漸進、慢慢往前走的路應該就值得珍惜了。我們會

繼續往前推動，但也不是一蹴可幾的，不是說跳遠一下就跳過很

多，所以慢慢來吧。 

問：我們下一步期待的事情是張志軍主任來臺灣訪問？ 

答：應該會，因為我這次去訪問畢竟也算是順利圓滿，我也邀請他到

臺灣來。(問：他們有什麼要求？你去都有要求，像中華民國創

建 103 年，他們呢？)還沒談到，因為我們上禮拜才剛回來。(問：

他會不會說民進黨不可以阻擋我或是抗議之類的？)他會知道臺

灣的政治生態。(問：他要幾月前來才會展現雙方有積極進展的

誠意？)我們大概有個 understanding，原則上在上半年，但是

具體時間還要看他們自己的時間，畢竟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活

動，他會在活動間找一個空檔。 

問：非常謝謝王主委。你個人生涯來講，有什麼感言？ 

答：我覺得很多事情是緣分，不是去強求。就像從 2008 年博鰲論壇，

後來進到總統府當發言人，又到陸委會當主委，這好像就是一個

緣份。 

問：你的表現基本上反對黨的評價比你想像中要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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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個，我要說什麼好呢？ (問：他們罵你的聲音不多耶。)大家

就事論事，能夠就事論事是很不錯的。 

問：謝謝王主委。希望下次訪問的時候還有更多突破的兩岸進展。謝

謝王主委抽空來接受訪問，訪問過程中也非常坦誠，對你來講，

兩岸的發展走到這樣，真的是歷史的一頁。 

答：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