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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5 月之前，兩岸關係停滯不前，主要受到兩項關

鍵因素的限制。第一是兩岸對於一個中國問題的歧見。由於

自 1999 年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和民進

黨執政後否認九二共識，使得兩岸兩會協商中斷將近 10 年。

第二是自 1996 年的戒急用忍政策，在民進黨政府時期曾試

圖局部調整，但受限於台聯對兩岸經貿鬆綁的摯肘，以及民

進黨政府對於兩岸三通所賦予的政治期待，三通問題始終無

法突破，兩岸經貿交流更因為各種有形無形的障礙，而愈發

失衡。2008 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後，國民黨政府的大陸政策即

沿著此二路線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大陸提出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同樣強調和平與發展的共生關係。但是，一個根本的

問題仍值得思考：究竟是和平帶來發展，今日之發展為先前

和平之紅利，所以要進一步發展，還要更深層的和平？抑或

先有發展才有和平，要獲致更深層的和平，唯有先求更進一

步之發展？本文嘗試對此問題，就兩岸普遍接受的和平紅利

說，提出新的思考。 

 

一、 九二共識與兩會協議 

  馬英九總統於 2007 年競選期間，即已提出兩岸依一中

各表達成「互不否認對方」的法律定位2。所謂互不否認，乃

是我政府長期主張，中華民國主權及於全中國，治權僅及於

台澎金馬。儘管，雙方基於各自憲法，無法承認對方主權。

但是，通過「一中各表」，雙方有各自解釋空間，只要雙方

先做到治權的互不否認 (mutual non-denial)，自然回到 1992

年的共識，也才能擱置爭議，共同解決更迫切及有實際意義

                                                 
1
 本文稍早的版本曾發表於 2012年 12月 1日在上海舉行的第三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研討會和，

2012 年 12 月 9-10 日在台北舉行的台北會談。 
2
 陳亦偉、郭傳信，「訪印度 馬英九倡兩岸互不否認」，中央社/大紀元時報，2007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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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換言之，治權互不否認就是對於兩岸分屬於不同管

轄權的認知與尊重，這也是兩岸關係要長期發展的基礎。   

  國民黨於 2008 年重新執政之後，在九二共識、一中各

表的基礎上，兩岸關係大幅翻轉。2008 年 5 月，時任國民黨

主席的吳伯雄率團赴北京，與共產黨胡錦濤總書記展開兩岸

執政黨會談後，隔日兩會即連繫復談事項，歷經四年，兩岸

兩會簽署達 17 項協議和 3 個備忘錄。近來，馬總統對大陸

政策多次強調兩岸關係的制度化。所謂兩岸關係的制度化，

除了一般性的制度化協商之外，特別強調兩岸和解的制度化。

也就是通過兩岸在各項議題的協商、交流、和合作，讓未來

任何一方要在兩岸關係作劇烈改變，都會引起極大的震盪，

與付出極大的代價，從而讓兩岸和解生根3。 

   

二、 經貿交流帶動和平生根 

  相對於兩岸兩會的常態協商，ECFA 的推動，涉及複雜

的產業利益，無論在大陸或在台灣都有一定的內部阻力。在

台灣這邊，除了個別產業利益的考量之外，還面臨在野黨以

兩岸協議傷害台灣主權，和其隱含之統一目的為由，對執政

黨提出的嚴厲挑戰。歷經近一年半的朝野攻防，加上大陸宣

布對台讓利措施，台灣民意逐漸轉向支持，ECFA 順利完成

簽署。ECFA 的簽署，對台灣和兩岸關係的意義重大。就 ECFA

本身來說，其將台灣對外貿易受自由貿易協定管轄的比例，

從不到 1%提升到超過 40%。更重要的是，在完成簽署隔天，

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對外表示，對台灣與其他國家建立經濟

關係，大陸會「合情合理對待，務實妥善處理」4。之後，台

灣於 2010 年 8 月 5 日啟動和新加坡經濟夥伴協議（ASTEP）

的共同研究，與紐西蘭則於 2011 年 10 月展開共同研究。這

可說是大陸態度軟化直接成果，也是兩岸重回九二共識後的
                                                 
3
 錢震宇，「馬英九：兩岸和解制度化」，世界新聞網，2011 年 6 月 23 日， 

http://sf.worldjournal.com/bookmark/14440928 
4
 根據報載，王毅的原文是：「對台灣出於經濟發展需要，與其他國家建立經濟關係是可以理解

的；在和平發展的大方向下，應可找到解決之道，大陸會「合情合理對待，務實妥善處理」。」

王銘義、陳宥臻，「我與他國簽 FTA 王毅：合情合理」，中國時報，2010 年 6 月 30 日。 

http://sf.worldjournal.com/bookmark/1444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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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紅利。 

  對兩岸關係來說，ECFA 之後兩岸經貿的持續發展，已

有效扭轉台灣民意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態度。在宣布推動

ECFA 時，適逢台灣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當年選舉，有八

位民進黨縣市長候選人組成反 ECFA 聯盟，將反對 ECFA 作

為競選的重要政見。然而，2010 年五都選舉，民進黨市長候

選人幾乎都避談 ECFA，不再以反 ECFA 作為主要的政見訴

求。更有甚者，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選舉前二個月對外表示，

民進黨若於 2012 年執政，兩岸關係將延續國民黨政策 。凡

此，在在透露民進黨對於國民黨大陸政策已從全面反對到一

定程度的肯定。當然，民進黨的態度轉變也反映台灣民意的

整體走向。根據行政院陸委會的調查，從 2010 年 9 月開始，

台灣民眾認為兩岸交流速度剛剛好的比例開始上升，至 2011

年 9 月已高達 46%，是 2008 年底以來的最高點。相對於此，

認為兩岸交流走太快的比例緩步下滑，至 2011 年 9 月已下

降至 29%，是 2008 年 8 月以來的最低點。同樣的，在過去

三年的調查之中，民眾對國民黨政府大陸政策的滿意度始終

高於 50%
5。凡此，均說明當前國民黨政府大陸政策獲得多數

民眾支持，也有效扭轉在野黨的態度，這也被認為是 2012

年馬英九在總統大選連任的關鍵因素。 

 

三、 和平發展的兩岸共識 

  然而，兩會協議和經貿成長都只是表面現象，支撐此一

表面現象的實為兩岸對兩岸關係進展的共識，這個共識，就

是和平發展。當前兩岸對和平發展的共識，可呈現於二個方

面。第一是對於和平發展一詞的使用。和平發展本為大陸提

出的概念，2008 年 5 月馬英九就任總統時，宣告未來將與大

陸進行協商，當時並未提到和平發展。2011 年元旦文告，馬

總統公開表示，兩岸應擱置爭議，爭取台海長期和平發展。

                                                 
5
 行政院陸委會，兩岸關係國內各界民意調查綜合分析，2008，2009，2010 三年度報告。

http://www.mac.gov.tw/lp.asp?ctNode=6333&CtUnit=3934&BaseDSD=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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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馬總統於第二任就職演說之中，再度提到「期

盼兩岸民間團體在民主、人權、法治、公民社會等領域，有

更多機會交流與對話，為兩岸和平發展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可以說，和平發展已成為兩岸共識。 

  第二是對於兩岸談判的優先順序，雙方有一定共識。

2005 年連胡公報提出的五項願景，隱約有以軍事互信和和平

協議，為兩岸恢復制度性協商後最重要的任務，但對重大議

題的談判階段則未明文界定。2007 年 3 月馬英九展開總統競

選時，率先提出「兩岸談判階段論」，主張台灣依「安全機

制、共同市場、國際空間」的順序，與對岸展開談判6。但是，

2008年 5月馬英九就任總統之後的實踐，顯然先經貿後政治、

先易後難更符合兩岸和國際的期待7。2008 年胡錦濤總書記

提出胡六點，也同樣展現從政治互信、經濟合作、弘揚文化、

社會交流、協商涉外、到和平協議的優先順序。事實上，在

後來兩岸政府官員的談話之中，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已經成

為共通概念8。 

  但是，要特別提出的，過去四年兩岸關係的改善，固然

贏得國際肯定，但台灣內部仍有部分疑慮。因為，兩岸之異

非常顯著，但兩岸之同卻尚未得見。馬總統經常談到兩岸和

平，但是馬總統的和平，不是和平統一，甚至不是和平反獨。

因為，正如馬總統經常提到的，對於台灣民眾，無論支持台

獨或支持統一，中華民國都是最大公約數，也就是無論個人

的政治偏好，都可以包含於九二共識和一中各表之下。反之，

對於民進黨支持者，即令不支持台獨，也很難接受由國共兩

黨界定反獨共識。因此，如果兩岸共識是和平反獨，就只能

是國共兩黨共識，註定不斷面對來自民進黨及泛綠群眾的反

對，而無法為兩岸帶來中長期的穩定。 
                                                 
6
 「馬英九提大陸政策 重建台灣價值」，大紀元時報，2007 年 3 月 19 日 

7
 陳一新，「美國對兩岸外交休兵的看法與反應」，林碧炤主編，兩岸外交休兵新思維，台北：遠

景基金會，頁 188。 
8
 中評社，「王毅：繼續按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推進兩岸關係」，中國評論新聞網，2010 年 9 月 1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3/3/4/10143342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

43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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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不行、和平受阻 

論到和平發展的隱憂和挑戰，當前區域內相互競爭的整

合計畫，對台灣經濟帶來空前壓力，也將構成和平發展的嚴

峻挑戰。從目前的情勢來看，美國所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

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大陸積極推動的中日韓

自由貿易區（China-Japan-Korea FTA），乃至於近日啟動由印

尼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已展現激烈競爭的態勢。為保

有出口部門的成長動能，台灣必須加速和主要貿易夥伴提升

貿易關係，和洽簽經濟合作協議，包括 TPP 以及 RCEP。誠

如前述，由於大陸和美國就區域貿易架構之競爭日趨明顯，

大陸是否及如何加入跨太平洋貿易夥伴協議，美國如何參與

東亞的貿易整合架構，此二問題本已相當複雜，並與糾葛雙

方的戰略計算相互糾葛。然而，提升貿易關係以扭轉台灣在

各主要出口市場的不利地位，為台灣維持經濟繁榮和社會發

展的關鍵。若此一努力無法獲得大陸的善意回應，未來兩岸

關係能否維持和平發展，令人憂慮。2012 年 9 月，海協會副

會長鄭立中表示，願意協助台灣申請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協定。

其最新進展如何，同樣令台灣民眾高度關切。 

  正如前述，兩岸關係在過去四年大幅翻轉，台灣重回九

二共識一中各表，大陸的外交克制和經濟讓利，可說至為關

鍵。而從台灣 2012 年總統大選的過程來看，台灣人民對於

兩岸關係發展打開台灣參與區域整合之門，則具有高度期待。

若是在 ECFA 簽訂之後，台灣在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仍

處處碰壁，則不但國民黨最重要的兩岸政績將被全面推翻，

民進黨執政後也不會遵循國民黨的和解政策，兩岸很難避免

重回對抗，這是當前兩岸關係的最大風險。因此，如何在此

區域貿易架構的建立過程，避免因為不同模式的競爭波及兩

岸關係，維持兩岸關係繼續朝和平合作方向發展的動能，端

視大陸對於台灣提升與主要貿易夥伴貿易關係的訴求，能否

正面看待。若大陸能繼續保持正面態度，並能上下貫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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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有助於台灣重建其成長動能，更能強化台灣對兩岸關係

的正面態度，積極推動兩岸經貿關係，則和平發展的道路，

必將更加順暢。 

 

五、發展若行、和平向前 

  反過來說，兩岸經貿若能再進一步發展，就有可能創造

超越政治分歧的共識，從而引導未來兩岸增進互信，建立兩

岸之間更深入更全面的政治共識，為下一階段的兩岸關係奠

定基礎。當然，這首先還是要看兩岸如何突破在區域經貿整

合的互疑和對弈，此中關鍵，即在於改變個案式的優惠給予，

轉向通則式的規則建立。大陸這幾年，可說是用讓利政策來

緩解台灣在東亞經濟被邊緣化困境，這個作法，即便有其貢

獻，如今也必須重新思考。因為，用片面的讓利，緩解台灣

與大陸快速整合的疑慮，卻沒有解決台灣和東亞其他國家，

特別是東協國家經貿整合的根本困境。資金和工作外移的情

況，並未解決，長期以往，會侵蝕對兩岸經貿發展的政治。

另一方面，隨著大陸的經濟轉型過程所伴隨的利益調整，對

於片面讓利的不滿愈來愈多，兩岸關係的發展在大陸民眾的

支持，也會出現動搖。台灣民眾的認同未改之前，大陸民眾

的對台敵意興起，兩岸關係發展堪憂。 

  因此，大陸必須重新思考，不要再將台灣和其他國家的

經濟合作協議，以兩岸政治歧異之化解為前提，而是要降低

其政治意涵，甚至去政治化。在對經貿關係去政治化方面，

台灣過去四年可說身體力行，大陸應正視台灣在這方面的努

力，思想要再放寬，眼光要再放遠，上下一致要再落實。要

讓台灣的投資者和出口商，在東亞地區享有和大陸投資者和

出口商同樣的機會。只要在公平的競爭規則之上，兩岸經貿

發展一定可以讓兩岸人民共享繁榮。台灣經貿孤立的問題愈

早解決，兩岸關係就能愈早向前。 

  進一步來說，兩岸經貿發展也能促進兩岸和平進程。為

什麼呢？因為，有關九二共識，其背後需要面對一個嚴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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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那就是兩岸和解的精神基礎為何？它如何能從文字的

拘束發展到精神上的擁抱和追求？我認為，關鍵就是對人性

的解放。如果兩岸在區域整合問題上的糾結，能夠從人性解

放的精神高度加以理解，則兩岸經貿發展，將為兩岸創造一

個崇高的精神基礎。 

  而且，兩岸在追求人性解放上，具有一定的共同經驗。

從台灣來看，我們經濟發展的經驗，從早期的進口替代到後

來的出口擴張，走的是依靠市場競爭的路線。政治發展的經

驗，從威權統治到自由選舉，也是基於人民追求自由的強烈

渴望。可以說，自由主義，為台灣帶來政治經濟的全面發展。

同樣的，中國共產黨創黨時強調解放被壓迫人民，到 1980

年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則是標舉解放思想，對人的解放，可

說兩岸具有相似的追求。我深信，只要回到相信人民，和追

求人性解放的共同精神，可以讓兩岸在九二共識之下，增進

和深化互信，還能夠為兩岸關係發展，奠定豐厚的精神基礎，

為兩岸人民，開創長期的和平繁榮。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