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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7年5月26日本人接任海基會董事長一

職以來，即致力於恢復中斷近10年的兩會商談

與往來，而國際社會對於兩岸關係前景也充滿期

待。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本會與大陸海協會先於

去年6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談，簽署了週末包機、大陸居民來台旅遊

兩項協議；繼則由海協會陳雲林會長於11月3日到7日組團回訪，舉行第二次「江

陳會談」，簽署了空運、海運、郵政合作及食品安全等四項協議。兩次「江陳會

談」確立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讓兩岸兩會邁入平等協商、有來有往的新時代，對

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深具正面意義。

無可否認，兩岸雙方需要商談解決的問題還很多，海基會需要承擔的任務還很

繁重。面對未來的挑戰，如何建構一個全面有效穩定的兩岸互信協商機制，並在此

機制下廣泛協商解決問題，是兩岸關係平穩發展的重要關鍵。此外，台灣內部對於

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存有分歧，如何強化朝野溝通機制，以尋求共識、縮短差距，

達成我方內部進行兩岸議題的和解，更是大陸政策成敗的重要因素。

自馬總統就職以來，政府對改善兩岸關係的努力，不僅獲得國際社會的一致肯

定，也得到國內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根據國內多次的民調結果來看，大多數民眾

都認為二次的「江陳會談」所簽署的各項協議，對台灣經濟發展具有助益，而且沒

有矮化、傷害我們的主權與尊嚴。而從民眾與業者的反應觀察，國人都享受到了兩

岸往來的便捷，也降低了企業的運輸成本。我們相信，大多數民眾都希望在尊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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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的條件下，建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並且藉由兩岸的經貿交流與合作，對抗

國際金融海嘯，讓經濟發展快速步上復甦之路。

兩岸關係的平順發展，需要透過兩岸雙方共同努力，在「正視現實、互不否

認、為民興利、兩岸和平」的基礎上，擴大雙方交流合作，達到「兩岸和平、經濟

雙贏」的新局。展望未來，海基會將在制度化協商機制下，秉持對等尊嚴、互利互

惠原則，就雙方關切的事項，進行溝通、對話，謀求民眾的最大福祉，創造兩岸雙

贏，這正是我們的職責所在。海基會也將一如過去，一步一腳印，紮紮實實，隨時

做好「協商、交流、服務」的工作，為兩岸的和平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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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7年是兩岸關係發展歷史的重要里程

碑，也是海基會功能與角色重新獲得提升，而且

成果豐碩的一年。

520新政府上任後，兩岸兩會在協商中斷13

年、聯繫停止9年之後，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兩

岸關係進入嶄新的階段。本會在江董事長領導之

下，順利完成了兩次舉世矚目的「江陳會談」，

並簽署6項協議。其次，隨著協商的順遂，服務

工作也更趨繁重，97年全年，海基會的民眾服

務案件總數創歷年新高，高達346,483件，較前年增加達16,394件，成長5﹪。在

海基會人力未增加、經費與相關支援均長期不足的情況下，這樣的成果更屬難能可

貴。

97年我們在協商、交流與服務等領域，完成許多重要的工作：

在協商方面：江董事長在6月11日率團赴北京進行「互信協商之旅」，正式恢

復兩岸制度化對話協商機制，簽署週末包機及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兩項協議，也與

大陸領導人進行會晤，為兩岸關係發展開啟新的一頁，也奠定良好的基礎。

11月3日，海協會陳會長應邀率團回訪，這是海協會負責人首次來台，雙方進

行第二次「江陳會談」，簽署「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海運協議」、

「海峽兩岸郵政協議」、「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4項協議。本次會談代表兩會

有往有來，體現對等協商的精義，開創了歷史的新頁。

在文化交流與服務方面：辦理大陸台商子女「探索台灣之美」快樂研習營，並

擴大招生對象至高中生，共有來自大陸各地的台商子女近400人報名參加。本項活

動已經連續舉辦5年，由於課程活潑實用，兼具知性與感性，獲得台商家長與小朋

友的肯定。

為加強服務在大陸就讀的大學生及研究生，本會與「中華青年交流協會」合辦

「第一屆台生研習營」，希望藉由研習活動，讓台生對政策、就業、學習、生活等

層面，均有更進一步的認知與瞭解。

在經貿交流與服務方面：國際金融海嘯衝擊，造成台商企業經營面臨極大挑

戰。本會於11月及12月兩度組團前往大陸，分別到深圳、東莞以及廈門、漳州、

泉州等地，實地了解台商需求，研擬協助台商發展的具體措施。另於11月在金門

高副董事長兼秘書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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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福建地區台商投資權益保障座談會」，邀請福建地區台商協會會長及代表，

與政府相關部會官員就台商朋友所關心的事項，交換意見，並加強建立兩岸經貿糾

紛調處機制，以維護台商投資權益。

除例行辦理台商三節聯誼活動外，本會遴聘大陸台商協會卸任會長與專家學者

擔任「台商財經法律顧問」，辦理「台商諮詢日」、「兩岸經貿講座」，並赴大陸

辦理台商協會幹部教育訓練，協助台商解決經營上所遭遇之困難，主動出擊，提供

服務。

9月中旬發生進口的大陸奶粉檢驗出含有三聚氰胺事件，引起民眾恐慌及業

者損失，本會邀集我方主管機關食品衛生專家團於9月底赴北京與大陸有關單位溝

通，雙方同意就食品衛生安全、資訊交換與溝通等項目加強交流，並在兩會框架

下，建立兩岸食品衛生安全機制，有關食品安全之監管由兩岸主管機關直接聯繫，

並優先處理「毒奶粉」問題。

在法律交流與服務方面：我們文書驗證的工作力求「快速」、「準確」、「專

業」，縮短民眾等待時間，提高服務品質，獲得民眾肯定。在兩岸共同打擊犯罪部

分，本會依主管機關囑託，函請大陸協緝遣返之我方人犯計78件，共91人，另處

理犯罪情資交換案件計171件。為擴大服務大陸配偶之廣度及深度，本會規劃舉辦

「大陸配偶關懷輔導系列活動」，舉辦了「關懷大陸配偶∼幸福在台灣」園遊會、

「大高雄大陸配偶一家親∼端午包粽子」等多元型態的活動。

在旅行交流與服務方面：本會為完善24小時服務的「人身安全緊急服務機

制」，於3月12日設置「兩岸人民急難服務中心」，至97年底共受理相關案件

7,897件。隨著兩岸交流正常化，民眾請求本會協處之案件相對增加，加以兩會恢

復正常聯繫，海協會時有案件洽請本會協處，致本會協處兩岸人民人身安全、大陸

人民來台探視病危或亡故家屬，以及其他諮詢等服務案件等均大幅成長。

此外，大陸四川省汶川地區在5月12日發生八級強震，本會立即啟動緊急協處

機制，協尋失聯國人，協處受難國人善後，並協助我方人民返台。同時，政府與民

間，也發揮人溺己溺的愛心，捐輸經費、物資超過三十億元台幣以上，協助四川災

民度過難關。

兩岸兩會恢復常態化的往來後，對許多攸關兩岸人民權益的事項，已即時溝通

聯繫、妥善解決，也必然會為兩岸關係穩定發展帶來正面影響。展望未來，海基會

仍將在政府授權與監督下，致力於兩岸的「交流」、「服務」與「協商」工作。面

對未來更加繁重的工作，海基會同仁仍將全力以赴，繼續奉獻心力，也希望各界能

給予我們支持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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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發展及海基會的角色與功能，在民國97

年都經歷了重要轉折。

本會前董事長洪奇昌、前副董事長兼秘書長游盈

隆，分別於5月19日及20日辭卸本會本、兼各職。隨

後，本會在5月26日召開第6屆董監事第2次臨時聯席會

議，與會董事一致推選曾任立法院副院長、經建會主任

委員、經濟部部長等重要職務的江丙坤先生為海基會新

任董事長，同時通過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以及陸委會

特任副主任委員的高孔廉先生，為海基會副董事長兼任

秘書長職務。

本會董監事依「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捐助暨組

織章程」，任期3年，第6屆董監事於97年12月任期屆

滿，故依規定於10月下旬召開第6屆董監事第3次臨時

聯席會議，通過第7屆董監事成員名單；換屆後的董監

事接續於12月2日舉行第7屆董監事第1次聯席會議，選

舉江丙坤先生連任董事長，高孔廉先生、傅棟成先生與

許勝雄先生為副董事長，另通過高孔廉副董事長續兼任

秘書長，完成董監事的換屆改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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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
及
業
務
概
述

�

九十七年年報

兩會協商於民國84年間因故中斷，兩會正式聯繫

管道也在88年起告停，導致兩岸關係長期陷入低迷。

江丙坤先生於本年接任海基會董事長後，立即促成本世

紀以來，兩岸兩會的第一次正式會談，也順利安排大陸

海協會陳雲林會長率團回訪，充分體現兩會有來有往、

對等協商的精神。兩岸兩會除了在本年簽署了6項攸關

人民權益的重要協議，也對下一個階段的協商議題達成

了初步共識，成果斐然。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除了重啟兩岸協商之外，本會

的交流與服務業務，在本年也呈現穩定成長趨勢。近年

來，本會每年受理的民眾服務案件數均突破30萬件大

關，97年全年更達346,483件，再創新猷。除了「量」

的增加，本會同時也將著重「質」的提升，精益求精，

俾因應兩岸民眾的廣泛需求，確保兩岸人民的合法權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