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主動開啟
兩岸關係歷史新頁

「九二共識」
客觀存在的事實不容否認

民國76年(1987)7月15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解除
臺澎地區戒嚴，11月2日開放臺灣居民赴大陸探親，以

我方不同意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而建
議「一中各表」

積極與務實的態度推動兩岸民間交流，兩岸關係乃進

為了兩岸文書驗證等事宜，海基會於民國81年

入一個新階段。民國80年(1991)5月1日，政府終止動員

(1992)10月與大陸在香港展開協商。由於大陸方面提出

戡亂時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再視中共

「一個中國」政治性議題，而無法獲得具體結果，我方

為叛亂組織。

於民國81年(1992)11月3日建議雙方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

為因應兩岸關係發展衍生的問題，民國80年

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
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
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
對「一個中國」原則一再堅持
應有所「表述」，本會經徵得
主管機關同意， 以口頭聲明方
式各自表達，可以接受。

表達。

(1991)1月28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正式成立；同年3月

至於口頭聲明的具體內容，我方依民國81年(1992)8

9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掛牌運作，成為唯一政

月1日李總統登輝主持之國統會及其通過的「關於一個

府授權處理兩岸間涉及公權力事務的民間團體，也開

中國的涵義」決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

啟兩岸當局自民國38年

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 為基礎；當時向大

(1949)以來雙方正式但

陸表述方案的

間接的接觸。

內容為：「…

▲

雙方雖均堅持
一個中國的原

民國80年(1991)5月1日，行政
院副院長兼任陸委會主委施
啟揚，在副主委馬英九的陪
同下，為陸委會正式運作掛
牌(中央社提供)

則，但對於一

▲ 左為海基會民國81年(1992)11月3日新聞稿
右為海協會民國81年(1992)11月16日回函

個中國的涵
義，認知各有
不同。」

11月3日贵会来函正式通知我会，表示已征得台湾有关方面的同
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
建议…

▲ 民國104年(2015)5月7日，馬總統出席「兩岸互動與
交流歷史時光迴廊特展」

各自表述 各說各話 擱置爭議 務實協商
互換函件 尊重並接受
民國81年(1992)11月3日，大陸海協會來電、11月16
日又正式來函均表示，對於海基會提出「以口頭聲明
方式各自表達」，表示「充分尊重並接受」；即兩會
對「一個中國」涵義有不同的認知，雙方可各自以口
頭聲明方式表述不同立場。

由於雙方表述文字甚多，隔日
臺灣媒體報導濃縮為「一個中國，各
自表述」，精簡表達涵義。當時並無
「九二共識」的名稱，但確已達成「一
中各表」的共識，而我方主張的「一
中」，當然就是中華民國。

兩會當年函電往來雖非雙方同時簽字的協議，但
大陸在正式文件中表示「充分尊重並接受」我方的建
議，這當然就是「共識」！
從上述過程可以瞭解，「九二共識」不是由大陸
▲ 民國81年(1992)8月1日，李總統登輝主持「國家統一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
議，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決議。

受。此一歷史事實，不容否認。

▲

提出，強迫我方接受，而是由我方提出，大陸同意接

中華民國104年7月 政策廣告

資料來源：
上為民國81年(1992)11月18日聯合報
右為民國81年(1992)11月4日中央日報

陸委會前主委蘇起以「九二共識」精簡「一中
各表」意涵

交」、發動「入聯公投」，造成兩岸磨擦不斷，美國

陸委會前主委蘇起於民國89年(2000)4月28日提出

緊張對立更為升高，長期關閉兩岸制度化協商管道，

「九二共識」這四個字，用來概括「一個中國，各自
表述」的意涵，此即為「九二共識」名詞的由來。後
來，大陸方面也開始使用「九二共識」這個名詞，並
從「十八大」起將「九二共識」正式列入中共中央文
件中。因此，「九二共識」的名稱雖是蘇前主委在民
國89年(2000)4月所提出，但「九二共識」的內容早在
民國81年(1992)11月即已存立。

民進黨曾承認「九二共識」

▲

甚感憂慮，大陸方面也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兩岸
嚴重影響臺海和平發展。

「九二共識」存在的事實，美國也知道
民國97年(2008)3月馬英九總統當選後，3月26日，

▲ 民國82年(1993)4月27日第一次辜汪會
談在新加坡舉行，右為海基會董事長
辜振甫，左為海協會會長汪道涵。

大陸領導人胡錦濤致電美國布希總統表示「大陸與臺
灣應在『九二共識』下恢復協商，而『九二共識』係
指雙方認知僅有一個中國，但同意各有不同的定義」
(He said it is China's consistent stand that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 should restore

▲ 民國103年(2014)2月27日兩岸兩會第
十次高層會談在臺灣舉行，右為海
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左為海協會會
長陳德銘。

「九二共識」帶來的和平紅利

民國104年(2015)5月23日第
三次兩岸事務首長會議在金
門舉行。右為陸委會主委夏
立言，左為國臺辦主任張志
軍。

■ 民國103年(2014)實現陸委會主委與大陸國臺辦主任
互訪，並互稱官職銜，是兩岸關係發展歷程的重要
里程碑。雙方主管兩岸事務首長迄今已見面4次，兩
岸官方互動逐漸制度化。

■「九二共識」促成民國 82 年 (1993)4 月「辜汪會談」
，
在新加坡簽署 4 項協議。

consultation and talks on the basis

初期也曾承認並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

of "the 1992 consensus," which sees

共識」。民國89年(2000)6月26日，陳總統水扁接見美國

both sides recognize there is only

「亞洲基金會」傅勒會長時表示，「新政府願意接受海

one China, but agree to differ on its

基、海協兩會之前會談的共識，那就是『一個中國、各

definition.)。這個說法，與上述

＊ 目前每週840個航班(平均每天120航班)來往於

自表述』」。隔日，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表示，

李前總統登輝主持國統會通過的

兩岸，自民國97年(2008)7月全面開放陸客來臺

■ 民國97年(2008)6月，兩會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
復協商，迄今舉行10次會談，簽署21項協議，為臺
灣打開和平與繁榮的機會之窗。

■ 兩岸關係改善的外溢效應，與我國有意義參與國

「九二共識」是歷經各方檢驗認可的重要共識，透過

先李、陳兩位前總統執政時的54個，增加到目前142

「九二共識」的實踐，能確保兩岸和平與繁榮，並符合

個，增加88個。國人常去的國家或地區，98％以上

臺灣最大利益。

都無須簽證。

全一致。

1,400萬人次，帶來超過4,571億元臺幣的外匯收

時，與日本完成簽訂投資、專利與漁業等協議，並

▲

民國81年(1992)香港會談後，兩岸旋於82年(1993)4

入，帶走對臺灣人友善好客的印象。

與紐西蘭、新加坡簽訂經濟合作與經濟夥伴協定。
此外，美國小布希、歐巴馬兩任政府7年來對臺軍售

＊ 臺灣地區電信、網路詐騙的案件發生數，從4萬

總額，為20年來最高，有效提升臺灣戰力，保障我

多件減到2萬多件(減少46％)；損失金額由186億

國家安全。而美國布希與歐巴馬總統、國務卿、亞

減為33億，減少153億(降幅82％)，大幅改善臺灣

太助卿等官員都認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是臺

治安。

美密切合作的關鍵。

＊ 來臺陸生由民國96年(2007)的823人，增加至民國

月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開啟兩岸協商的新

103年(2014)的32,911人，成長40倍。

時代。然而，民國83年(1994)發生「千島湖事件」，

%

60
50

發臺海危機，美國派航母戰鬥群來臺警戒。民國88年

40

(1999)7月李前總統突然提出兩岸關係為「特殊國與國

30

「九二共識」，主張「一邊一國」、推動「烽火外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一中」就是中華民國的基
礎上，穩健推動兩岸協商和交流。
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方向，75.2%民眾支持在中

證明政府大陸政策符合全民共識及臺灣最大利益。未來
政府將繼續秉持「以臺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的原則，
以及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穩健開展兩

廣義維持現狀含：
暫維現狀以後走向獨立，永遠維持現狀，暫維現狀以
後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暫維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等四選項。

岸和平穩定關係，為實現臺海長期和平奠定穩固基礎。
20.2%

10

胡錦濤表示，「大陸與臺灣應在『九二共識』下恢復協商，而
『九二共識』係指雙方認知僅有一個中國，但同意各有不同的
定義」。

25.9%

0

▲ 民國103年(2014)2月11日，第一次兩岸
事務首長會議在大陸南京舉行。左為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右為國臺辦主任
張志軍。

▲ 民國103年(2014)2月12日，陸委會主
委王郁琦於南京中山陵博愛廣場發
表講話，強調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建
中華民國已103年。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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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7年(2008)5月的8年期間，因當時的執政黨不認同

調，顯示多數民眾(53.9%)肯定2008年以來，政府在

20

關係」(兩國論)，各界錯愕，大陸方面認為違背「九二
共識」，乃中斷第二次「辜汪會晤」。民國89年(2000)

「廣義維持現狀」。民國104年(2015)5月9日公布的民

互動常態化與制度化協商，促進兩岸關係制度化發展，

100

70

85年(1996)總統大選，大陸對臺灣外海發射飛彈，爆

根據陸委會長期民調顯示，逾8成以上民眾主張

狀的政策，且有71.4%民眾支持未來繼續推動兩岸官方

民眾對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的看法？

80

開始在沿海進行軍事演習，兩岸緊張情勢逐漸升高。

多數民意支持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基礎
上，開展兩岸關係制度化發展

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臺海「不統、不獨、不武」現

90

84年(1995)李前總統登輝訪美，兩岸關係惡化。大陸

共識」的核心就是堅持中華民國的主權。
發展，與「九二共識」相合則旺，相離則傷、相反則盪。

自表述』來處理，各說各話最終成為兩岸共識的實際過

「九二共識」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影響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立足於中華民國憲法，是

等。給予我國國民免簽證待遇的國家和地區，由原

觀光，迄民國104年(2015)4月底止，來臺陸客逾

場，是各自表述一個中國」。

岸共識。

「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兩岸關係的

「一個中國的涵義」，也幾乎完

主委身分至立法院答詢時，更加清楚表示「我們的立

由大陸強加於我方，因此，它不僅是臺灣共識，更是兩

的世界衛生大會(WHA)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年會

■ 在經濟與安全層面，兩岸經貿合作持續深化的同

資料來源：
民國97年(2008) 3月28日中國時報

「九二共識」的內容是我方提出，大陸接受，並非

際社會形成良性循環，如參加分別睽違38年與42年

「對於『一個中國』問題的爭議，兩岸願意以口頭『各

一過程的用語」。此外，蔡前主委在同年首次以陸委會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核心，就是堅持中華
民國的主權

兩岸「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體現；「九二

民國81年(1992)兩岸共識存在的事實，民進黨執政

程。所謂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就是我方描述此

在「九二共識」基礎上
續創兩岸關係新局

廣義維持現狀

儘快獨立

儘快統一

不知道/無意見

資料來源：民國96年(2007)8月至104年(2015)3月陸委會民調

自2008年以來，政府在「九二共識，一
中各表」，「一中」就是中華民國的基
礎上，穩健推動兩岸協商和交流，請問
您支不支持這樣的立場？

民國
支持

不支持

不知道/無意見

資料來源：民國104年(2015)5月9日陸委會
民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