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錄

2013台灣民意代表參訪團報告 ................................................................... 2

一、前    言 ......................................................................................................... 2

二、拜會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 ..................................................................... 3

三、拜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德銘 ................................................... 5

四、拜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嚴雋琪 ........................................................ 6

五、拜會中共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主任張志軍 .......................................... 7

六、推動兩岸農業合作座談會 ..................................................................... 9

七、兩岸和平發展懇談會 ............................................................................ 13

八、前往湖南參訪 ......................................................................................... 18

九、總    結 ....................................................................................................... 20

日 程 表 .................................................................................................................... 26

參訪團團員名單 ................................................................................................. 28

照片與剪報 ............................................................................................................ 34



2

2013台灣民意代表參訪團報告

一、前    言

在大陸領導人新上任暨其對台工作小組人員改組之後，財團法人海

峽兩岸民意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接受大陸全國政協邀請，

於今（102）年5月22日組團前往大陸，作為期7天的參訪活動，於5月28

日返抵台北。

本基金會自2010年與大陸全國政協建立交流管道後，每年均組團參

訪大陸，同一期間，全國政協組團來台訪問三次，本基金會此次參訪為

第四次，參訪活動仍延續過去3年之慣例，團名訂為「台灣民意代表交流

參訪團」，由本基金會董事長饒穎奇擔任團長、副董事長耐斯企業集團

總裁陳哲芳及董事劉盛良為副團長、董事兼秘書長朱鳳芝為秘書長，全

團團員計有45人（名單如附件），民意代表30人、企業界7人、工作人

員8人。

參訪團在大陸北京期間，拜會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中共暨國

務院台灣辦公室主任張志軍、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德銘、全國政協

副主席兼秘書長張慶黎、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孫懷山、全國政協港澳台僑

委員會主任楊崇匯及民進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員長嚴雋琪、台灣同胞聯誼

會汪毅夫會長等，同時也安排參訪團赴湖南參訪，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

等重要領導人會見，此外，在進出北京首都機場及長沙黃花機場，皆受

禮遇通關，顯見全國政協安排本團參訪之重視與用心。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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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

過去三年，本基金會組團參訪大陸時，均拜會當時全國政協主席賈

慶林。依照此一慣例，在全國政協安排下，參訪團於5月22日下午4時前

往政協拜會新任主席俞正聲。

在會見俞正聲主席時，饒穎奇團長說，2011年由兩岸民意代表基金

會組成的參訪團，曾在上海與當時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俞主席見面，當

時團員除國民黨外，還有民進黨的陳光復、陳文輝、彭百顯、廖大林、

邱永仁、台聯黨陳鴻基、親民黨沈智慧、馮定國及無黨籍黃明和等人，

全體團員都非常感謝俞主席的殷切接待。

饒團長說，俞主席與台灣關係極為深厚，政協又匯集各種人才，有

化解兩岸歧見的能力，在俞主席的領導下，將可以聽到台灣人民的心聲，

希望能夠如李白詩中所說：「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到這

一境界，就可以讓台灣人民安心。兩岸民意代表基金會願與全國政協密切

配合，為兩岸和平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饒團長表示，兩岸政治制度不同，很多主張必須要經過相當時間才

能融合，期待大陸方面能敞開更大的胸懷化解兩岸歧見。

俞主席在接見時指出，大陸政協委員與臺灣民意代表的交流，反

映兩岸民意、彙聚兩岸民智，在推動兩岸相互理解、提供政策建言等方

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俞主席指出，08年是兩岸交流的重要轉折點，過去五年來，在兩岸

同胞共同努力下，兩岸關係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和重要成果，鞏固了

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總體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邁入鞏固深化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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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兩岸經貿、文化及各界等方面的交往也達到新的水平。

他說，在鞏固和平發展的基礎下，兩岸必須擴大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各方面交流，才能深化和平發展的基礎。因此，如何透過各

方面的交流，增加雙方共識，是未來重要的任務。

俞主席又說，自甲午戰爭台灣割讓給日本迄今100餘年，兩岸統一

的時間很短，台灣同胞的想法可以理解，今後必須要設法化解積怨。在

這方面，政協可以作為一個交流平台，擴大兩岸交流，讓兩岸增進政治

互信的基礎，共同致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俞主席指出，兩岸歧見的化解需要時間，只要繼續交流，必可增

進了解，增加共識。不過他說，大陸對台政策是「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台灣雖認同「一中各表」，但和平發展不能沒有底限，不能成為

「一中一台」，更不能搞台獨。

俞主席表示，政協委員來自四面八方，各種意見都有，作為交換意

見平台的政協，不是權力機構，在這裡大家可以各抒己見，暢所欲言，

只要增加交流，就可化解積怨。

此次會見進行50分鐘，全國政協陪同會見的有：政協副主席兼秘

書長張慶黎、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主任張志軍、政協機關黨組

書記兼秘書長孫懷山、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楊崇匯、政協港澳台僑

委員會副主任兼國務院台辦常務副主任及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政

協港澳台僑委員會駐會副主任馬健及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呂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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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德銘

參訪團於5月23日上午9時15分抵達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拜會新任會

長陳德銘。

饒團長說，陳會長對台灣很熟悉，如今出任新職，深慶得人，兩岸

民意代表基金會能夠組團到大陸參訪、進行交流，最早是由前海協會會

長陳雲林的安排，參訪團團員由跨黨派組成，都當過多屆民意代表，在

地方上均有影響力，前來參訪後，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今後兩岸要進

行更多的交流，也要聽聽新會長的新作為，希望陳會長協助台商在大陸

的發展。

陳會長在接見時表示，他剛「出爐」不久，能見到這個參訪團，覺

得非常高興，過去他與全球經貿打交道，對台灣較為陌生，但從相關資

料中也略知台灣同胞的想法，也曾到過台灣二次。 

他說，本來他想研究全球經濟如何走下去，貨幣無限制發行，固

然可以暫時解決困境，但長期會導致通貨膨脹，而今後科學也會不斷進

步，從而改變人類生活方式，在這種情形下，會給中國大陸13億人口帶

來甚麼影響，是他想要了解的問題，但習近平總書記要他出任現職，此

一研究計畫短時間已無法實現。

陳會長指出，他很感佩台灣農業的發展，也佩服中小企業積極奮鬥

的精神，這些人的努力，值得大陸學習。

他說，他曾與世界一百五、六十個國家領導人談過世界經濟發展趨

勢，發現兩岸交流不能僅看兩岸、必須要顧全局，必須要防止邊緣化，

為此台灣的經濟結構要調整，不能停留於早期的代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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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會長指出，台灣能夠面對的國際市場小，台灣要去談的時候，必

須有空間，因此，只有兩岸共同合作，對台灣才有利。他常常在想零加

零是否可以大於一？他認為王雪紅、施振榮、李焜耀等都是優秀的企業

家，他們有很好的創意，又有大陸市場可以發展，但台灣只有跟大陸做

生意是不夠的，為台灣經貿前途著想，兩岸產業必須有更深的結合、並

創造國際品牌，才能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優勢。

陳會長特別提到他在商務部長任內，大陸給台灣的優惠超過給其他

國家，以農產品為例，台灣不需進口的農產品，大陸不會賣到台灣，但

台灣沒有的農產品，是不是可以給大陸有機會銷售到台灣？

陳會長認為兩岸經貿有很多問題，彼此可以磋商；大陸的產業結

構，目前也面臨調整，將來機器人大量代替人工之後，大陸將會發生工

人下崗問題，必須及早因應。

四、拜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嚴雋琪

當天中午，參訪團到新雲南皇冠假日酒店拜會中國民主促進會（簡

稱民進中央），由主席嚴雋琪（嚴家淦姪女）接待，並以午宴款待。

嚴雋琪主席在致詞時說，民進中央與台灣民意代表參訪團交流迄今

已有4次經驗，期待兩岸能夠增進共識與信任，並加強合作，共創互利雙

贏。她同時提到民進中央在政治舞台上發揮獨特的作用，經常針對相關

問題，以客觀立場提出建言，對中國共產黨已起差異作用。

饒團長則表示，他所帶領的兩岸民意代表交流基金會與民進中央

建立深厚友誼，前任民進中央主席許嘉璐是多年的老朋友，在大陸政壇

上，民進中央已發揮相當的影響力，並被共產黨重視，因此，台灣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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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到大陸參訪時，都要拜訪民進中央，希望今後共同為兩岸和平發

展共同努力。

饒團長說，嚴主席是嚴前總統家淦的姪女，他同時推崇嚴主席在台

灣有豐沛的人脈。

五、拜會中共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主任張志軍

5月23日晚上6時，參訪團到釣魚台國賓館5號樓拜會國台辦主任張

志軍。

饒團長告訴張志軍說，他在立法院24年，當過國民黨大黨鞭，充

分了解台灣要生存發展，一定要與大陸交流與合作，因此，在2000年國

民黨失去政權後，發現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將台灣陷於危險境遇，深怕大

陸領導人對台灣有所誤判，乃取得當時國民黨主席連戰同意，於2002

年10月率團到大陸進行「破冰之旅」，並獲得當時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

接見，在與錢其琛交換意見時，錢其琛同意兩岸航線可以取名為「兩岸

三通直航」，為促進兩岸交流，對於成立兩岸民意代表聯誼會，促進兩

岸民意代表交流，也獲得錢其琛正面回應，當時錢其琛已安排接見參訪

團後要與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見面，由於此次會見氣氛良好、彼此相談甚

歡，遂延後半小時會見安南，足見錢其琛對參訪團之重視。

饒團長說，有了此次「破冰之旅」，才促成日後他擔任董事長的兩

岸民意代表交流基金會與大陸全國政協互訪交流。

饒團長指出，他所率領的參訪團是跨黨派的，民進黨對大陸雖有不

同意見，但隨著時代改變，民進黨已成立所謂的中國事務部，處理兩岸

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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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團長並說，2012年會見當時國台辦主任王毅時，曾建議大陸不要

阻擋台灣NGO組織參加國際活動，希望張志軍主任能夠體會台灣參加國

際NGO組織的必要性，如國際民航組織（ICAO），盼望大陸協助台灣加

入。

在交換意見時，饒團長特別指出：大陸對台灣政治人士的官銜職

稱，採迴避態度，對台灣的立法委員，早期大陸稱為先生，其後改為知

名人士，後又改為民意代表，但我們直接稱呼大陸領導人的官銜，就像

我們如果不稱張主任，張主任還是主任，但大陸稱其資政，好像就有困

難，對稱謂如何正常化，尚待大陸敞開心胸。

朱鳳芝秘書長提到這幾年兩岸能夠化解一些差異，與國台辦扮演重

要角色有關，對台灣政治人士稱謂、台灣參加國際組織等問題，需要大

陸面對與協助。

簡漢生則指出，兩岸統一還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民間可就此問

題進行探討，希望大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雙方主權雖可以不承

認，但對彼此之治權不應否認，何況前往台灣旅行的大陸民眾已在台灣

見證台灣的治權的行使。

張志軍主任在回應時說，08年以前，大陸對兩岸前途有擔憂，08年

後在兩岸的努力下，增加中華民族統一的信心，目前的和平發展是統一

的有效過程，當前兩岸關係發展情勢，不但民進黨會「高興」，美國也

會高興，這條路要繼續走下去，也要珍惜。不過，和平發展是有底限，

也就是兩岸不能分裂。要縮小歧見差異、要破除難題，讓台灣同胞繼續

獲利，就要進行交流，政治地位、軍事互信都可透過平台進行協商，談

當然不是要立即解決問題，但不談就不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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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軍表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大陸堅持的原則，大陸

不可能接受中華民國，總統是國家的元首，如果稱呼台灣的領導人為總

統，就是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這和一個中國原則相違背，但難題如果

不提還是存在，要破除稱謂的難題，民間可以談，大陸也鼓勵兩岸學者

專家，就兩岸面臨的難題進行討論，討論之後一定可以增加共識、縮小

差距，並找到解決之道。

張志軍並表示，可以了解台灣參加國際組織的迫切需要，例如參加

東協能否有合理安排，兩岸就要坐下來談，只是目前時機仍未成熟。

在結束會見後，張志軍在釣魚台國賓館以晚宴盛情款待參訪團，宴

會結束前，賓主合唱你是我的兄弟、我們都是一家人及高山青，氣氛至

為熱烈。

六、推動兩岸農業合作座談會

5月24日上午9時，參訪團與具政協委員身分的大陸學者專家在麗晶

酒店1樓舉行「推動兩岸農業合作座談會」，由饒穎奇團長與政協港澳

台僑委員會主任楊崇匯共同主持，雙方各推派4人發言，台灣方面是：

范振宗、鄭永金、蔡勝佳、李源泉，大陸方面為：錢克明、孫寶啟、王

曉玉、陳萌山（均為政協委員）。此外，在自由發言時，李友吉、鄭余

鎮、劉盛良、郭榮振等人，分別就兩岸農業合作提出建議。

饒團長引言：

此次是台灣民意代表第四次組團到大陸交流，團員中有各黨各派，

也有企業家，更安排農業專家參加參訪團，以提供台灣農業發展經驗與

大陸專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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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席今天的座談之前，參訪團於昨日參觀國家農業科技展示園，

對於大陸致力農業科技發展，留下深刻印象。

由於國台辦副主任鄭立中極為關心台灣農民收益，並大力促銷台灣

農產品到大陸，為此，要感謝全國政協特別安排今天這場座談會，希望

藉由今天的座談會，互相研討推動兩岸農業交流與合作問題，期使兩岸

農業合作與發展邁入新境界。

楊崇匯主任引言：

大陸農業人口有3.4億人，民以食為天，農業發展是大陸的重中之

重，大陸希望農業發展有更大的突破，希望藉由台灣農業發展成果，推

動兩岸農業合作，共同造福兩岸農民。

台灣市場小，農民希望將農產品銷到大陸，以目前情勢看來，台灣

農產品銷到大陸的前景，至為廣闊，應該好好拓展市場。

參訪團團員發言重點：

—兩岸在農業生產和經營模式存有較大差異，生產、加工及銷

售均存在顯著的互補性，應促進兩岸農產品交流合作及擴大貿

易。

— 台灣農業已朝向多元化發展，在農業科技和資本投入的推動下，

單位面積產值（量）不斷上升，產值保持穩定成長趨勢。

— 台灣具有健全的農業組織、良好的推廣制度及現代化農產品供銷

體系。

— 大陸農業生產成本較低，目前已步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

村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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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土地廣闊、人工便宜、自然資源豐富，擁有世界八大種原中

心之一及廣大內需市場。

— 台灣農業發展以技術提升為原動力，在品種改良、生產技術的創

新都有令人稱奇的表現。

— 要結合台灣生產要素優勢，強化大陸農產品出口能力，共創世界

品牌。

— 要互相引進人才和技術，兩岸農業人員（含官方與業者）互訪。

— 要共同推動具有地方特色的休閒農業。

— 輔導台灣農民團體有計畫性的進行大陸投資，雙方政府協助解決

投資問題及市場通路。

— 建立兩岸種原、種苗的交流機制。

— 共同維護開發漁業資源，促進雙方漁業發展。

— 制定法令保障及確立兩岸農業智慧財產權。

— 大陸不要跟台灣計較，大陸不要將台灣能生產的農產品運銷台

灣，以免引起台灣農民反感。

大陸人員發言重點：

— 大陸為台灣農產品第二大出口地，兩岸農業優勢互補極為重

要。

— 台灣農產品附加價值高，但市場有限、有侷限性，大陸市場大，

對台灣農產品需求多。

— 兩岸農業交流與發展、要靠兩岸關係趨於穩定；加強農業技術交

流、加強農業人員往來，有利兩岸和平發展。

— 台灣管制農產品技術輸往大陸，可以理解；建立保護農產品安全

制度，有賴兩岸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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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農產品銷售到大陸，需注意農藥含量，以提升競爭力。

— 大陸可借鏡台灣的農業組織。

— 兩岸聯合做農產品生意，可以降低成本。

— 基於民間交流步調受限制，必須建立有效交流合作機制，唯有受

到兩岸政府重視，才能有更大突破，至少要有半官方之機制。

— 基因改造食品對人體有害，美國公司已壟斷生命的源泉，要靠兩

岸農業專家研究新品種，將美國控制的農產品奪回來。

— 在WTO架構下，農產品貿易會增加，受到兩岸政策影響，台灣農

產品輸往大陸，較少受到障礙，反之則有較多障礙。

— 利用台灣農業科技、結合大陸資源，研發新產品。

座談會總結：

大陸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總結：

多次到台灣與大量農民接觸，對台灣農業發展留下深刻印象，下列3

點是參加今天座談會的感想：

1. 農業對兩岸基層都很重要，台灣一鄉一品、走上精緻農業、可做

為大陸借鏡，大陸很重視農業，要推動現代化農業，必須轉型，

這一條道路台灣已走過，大陸現在還在走。

2. 大陸自2005年起開始重視兩岸農業合作問題，這幾年來在這方面

已有長足發展，97年大陸從台灣進口農產品只有1,456萬美元，去

年為4.35億美元。現在苗栗繁殖大閘蟹、深圳黨政機關吃虱目魚

丸就是兩岸農業合作之結果。台灣方面似可考慮從山東引進價廉

物美的梨子，只要台灣有需要，大陸就可以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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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岸農業合作應從兩岸人民福祉考量，例如台灣可進口大陸的蘋

果，也可利用優勢互補、攜手合作種苗與種子，此外新竹寶山的

橄欖油可以拿去福建尋求發展，嘉義布袋的虱目魚可在大陸找一

港口作示範區，檢疫工作可在台灣執行。

饒穎奇團長總結：

兩岸農業合作歷經多年談論，已有一定的成果，重要的是要建立交流

平台與機制，並提出創見，就會有更多成果。我們要特別感謝鄭副會長對

台灣的瞭解與愛護支持，他幾乎走遍了台灣每一鄉鎮，對台灣農漁產品銷

售大陸貢獻很大，他是最知台的人 士，我們要以熱烈的掌聲表示感謝。

座談會結束後，參訪團前往娃哈哈酒店參加由全國台聯會長汪毅夫

主持的午宴，全國台聯會重要幹部均出席午宴；席間，雙方針對兩岸交

流及促進和平發展，廣泛交換意見。

七、兩岸和平發展懇談會

5月24日下午3時，參訪團參加在全國政協會議室舉行的「兩岸和平

發展懇談會」，由饒穎奇團長與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楊崇匯共

同主持，這項懇談會之舉行，是由全國政協提議的，迥異於過去三次參

訪不談政治議題。

饒穎奇團長引言：

這次是台灣民意代表第四次組團到大陸參訪，政協也組團去台灣三

次，大家像一家人有來有往，都為和平發展而努力。

參訪團在拜會俞主席時，俞主席曾說政協是一個供大家發表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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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不管有什麼意見，在今天的座談會都可以說，只要彼此尊重，我

們就可以知道大家心裡面想些什麼。

楊崇匯主任引言：

只要著眼於和平發展，不僅可以談經濟、文化議題，也可進一步談

兩岸如何增進政治互信、軍事互信，以增進相互了解，作為政策建言。

今天的懇談會，是一個可以各抒己見的平台，不向對方提出問題、

也不必回應對方問題，更不要反擊對方，大家可以心知肚明、不一定非

說破不可。

政協出席人士在懇談會中發言的有：聶震宇（政協委員、中國出版

公司前總裁）、周文彰（政協委員、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王名（政

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所長）、羅援（第11屆政協

委員、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余克禮（中國社會科學院

台灣研究所所長）。參訪團發言的有：黃義交、劉盛良、簡漢生、林永

瑞、邱永仁、范振宗、林水吉、鄭余鎮、李源泉、邱垂貞、楊敏盛。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

聶震宇：1.在和平發展過程中，進行文化交流是兩岸同胞共同責

任。2.要加大青年文化交流，少年強則國家強，青年和則兩岸和。3.兩岸

應就圖書、青年閱讀多交流。

黃義交：1.1992年以前，大陸因有信心，主動對台進行較多措施，

台灣則處於被動。2.辜汪會談對兩岸和平發展有貢獻。3.這幾年大陸經濟

發展有成就，有餘力對台灣讓利，進而提出政治對話。4.大陸怕稱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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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台獨，事實上不然，東西德就互相承認，不影響統一，只要有步

驟，無礙和平統一。5.台灣NGO在國際上處處碰壁，讓台灣在這議題上

有埋怨的發揮空間。

周文彰：1兩岸合作已有先例，在兩岸處於微妙時代，台商即去海南

投資，進行瓊台農業合作。2.兩岸對峙對台灣不利，去年曾到台灣，感

覺如同在大陸。3.只要是兩人，就會有不同意見，因此，兩岸必須求同

存異，相互包容、加強合作。4.兩岸公務人員培訓與交流，可以共同合

作。

劉盛良：1.台灣內部各政黨有不同利益，對兩岸未來有不同看法。

2.過去兩岸千千結要設法解開，大陸有飛彈瞄準台灣，容易被借題發

揮。3.兩岸政治談判不能免，中國人一定有智慧建立新中國成為世界頂

尖國家。

王名：1.台灣NGO發展快速，大陸亦然，目前大陸NGO呈現法人

化、網路化，但官方支持力不足。2.大陸NGO缺少整體性、戰略性與持

久性，侷限於各自話題，交流多、合作少。3.兩岸NGO要建立交流平

台。4.在海嘯發生後及釣魚台事件、菲律賓射殺台灣漁民等，兩岸NGO

均可聯手，探求建立聯盟。5.要加強NGO學術研究，共同推進發展與創

新。

簡漢生：1.台灣擔心兩岸交流進入深水區，但政治對話如擱置，對

兩岸交流必有影響，目前是到坦誠面對政治議題的時候。2.透過政協體

系可開始政治議題之接觸，藉研討會逐漸形成共識，也可以在海外談。

3.兩岸要開誠佈公，消除互不承認，大陸與台灣雙方主權是互相涵蓋。

4.台灣正走在十字路口，何去何從，是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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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瑞：1.建議兩岸簽和平協定，100年互不動武。2.建議大陸對經

濟議題盡量讓利。3.建議兩岸民意代表交流改成論壇。

邱永仁：1.說明他有一女婿是大陸人。2.兩岸要和平發展，對不同思

想、看法，要互相尊重、對等，兩岸就可成為一家人。

范振宗：1.認同王名、簡漢生的看法。2.大陸對台灣農民讓利，但台

灣農民卻沒得到好處，沒有收到民心，非常可惜。3.大陸人民到台灣觀

光，與旅遊業無關之行業，得不到好處。4.一中各表是騙人的，要認同

一中，國家經營要用霸道。

林水吉：1.胡錦濤堅持中國和平崛起，吸引大量外資及觀光客，成

就大陸偉大國家的內涵。2.建構兩岸可長可久、安居樂業的環境是兩岸

領導人無可旁貸的使命。3.共同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夢想，要打造兩岸繁

榮茂盛的經貿環境、要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要捍衛司法人權、要樹

立廉政標竿、打擊貪腐行為。

鄭余鎮：1.當前經濟最為重要，兩岸可以聯合進軍國際市場，也要

保障台商權益。2.社會NGO要朝第三勢力發展。3.政治問題雖重要，經濟

問題更重要，搞好經濟，就無紛爭，兩岸和平不會有問題。

李源泉：1.歡迎在座大陸領導人到台灣省諮議會，以見證台灣60年

的政治發展。2.台灣省諮議會議員仍有民意基礎。

邱垂貞：1.台灣在政治方面的表現是中國5千年來的典範。2.兩岸是兄

弟之邦，應互相承認，未來要以民意為依歸，由公投決定台灣走向。3.大陸

要以大哥哥的胸懷包容台灣。4.大陸應走人權的普世價值之路，只要兩岸經

濟、文化、人權都一致，自然可以水到渠成，期待這一時刻能夠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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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敏盛：1.台灣小、大陸大，兩岸談判時，大陸應尊重台灣。2.大陸

讓利要讓台灣人民有感受。

羅援：1.兩岸政治議題沒有互信，經濟不可能長期發展。2.南海問題

不能坐而言，要抓住機會，以台灣漁民被菲律賓射殺為例，兩岸要放棄

前嫌、共赴國難，方法有：大陸有資源優勢，可利用聯合國對菲制裁；

台灣要懲罰菲律賓，大陸可在經貿上跟進，例如禁止菲律賓香蕉進口；

在漁業上相互通報預警，大陸海警局與台灣海巡署合作維護海洋漁業安

全；在沒有達成軍事協議前，軍事合作要討論，暫時要有默契與策略，

共同捍衛主權，「兄弟鬩牆，外禦其侮」。

余克禮：1.擱置政治議題，和平發展難以深化。2.1992年7月30日台

灣聯合報刊載吳學謙前副總理在接見台灣40多位校長時說，國旗、國歌

可以談。3.政治問題解決後，經濟問題自然迎刃而解。4.大陸對台政策，

不是站在共產黨利益上，而是站在中華民族利益上。5.前總理朱鎔基提

過，只要維持主權領土完整，什麼都可做、什麼都可讓，要讓也要讓自

己人。6.大陸目標是不分裂，要讓中華兒女共享民族復興的偉大成果。

7.馬英九曾提簽訂和平協議政見，但09年後因美國因素而轉向。8.美國因

素影響兩岸統一。9.兩韓與兩德都以統一為目標，兩岸則無共同目標。

9.民進黨執政時期，曾使大陸感到憂慮。10.政治與軍事互信應儘早對

話。

與會人員發言完畢後，主持人饒穎奇說，由政協提供的這一平台，

讓大家暢所欲言，有助於增進共識、增加了解。我曾跟俞正聲主席說，

大陸應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兩岸政治問題需要解決，如何解決，

請各位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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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談會另一主持人楊崇匯則說，1.今天的懇談會大家坦誠相見，有

助於增進了解。2.和平發展的確要深化。3.各位應發揮影響力，提出深化

和平建言及獻策，促使兩岸在更寬廣領域互助合作。

懇談會結束後，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在政協宴會廳以晚宴款待

與會人員。

八、前往湖南參訪

5月25日上午，參訪團離開北京，前往湖南長沙繼續參訪行程，以

了解大陸中部發展情形。

當天中午接受湖南省政協午宴款待，午宴是由全國政協提案委副主

任、第十屆湖南省政協主席胡彪主持，湖南省政協重要幹部均參加，胡

彪曾於2011年7月接受本基金會安排前來台灣參訪，對於台灣保留中華

文化，留下深刻印象。

午宴之後，參觀岳麓書院。傍晚會見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他在會

見參訪團團員時說，去（2012）年六月曾到台灣參訪，感受到兩岸同根

同種、血濃於水，而且台湘兩地交流可以說是源遠流長，清光緒年間即

有湖南子弟2萬餘人前往台灣尋求發展，1949年又有13.8萬人到台灣落

腳，現在台灣有60萬湖南人，充分顯示湖南與台灣關係至為密切。

徐書記在接見參訪團時，詳述湖南省發展概況及台商在湖南投資概

況與兩地交流情形，並說到2020年湖南將可建設成為小康社會。

徐書記表示，湘台兩地經貿交流不斷深化，文化、旅遊等領域合作

更為緊密，人員往來越發密切，交流互動的條件越來越好，經貿合作平

台日益完善，希望參訪團宣傳、推介湖南，推動兩地在現代農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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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生態建設等領域開展更廣泛合作，共同造福兩地人民；他認為湖

南省政府推展的七大產業可與台灣六大新興產業對接，台灣醫療保障也

值得學習，並期待兩岸共享文明成果。

饒團長說，聽了徐書記詳細說明湖南建設概況與成果之後，對於中

共幹部精明能幹，至感欽佩，相信在徐書記領導下，湖南建設計畫一定

會圓滿成功。

饒團長指出，參訪團是由跨黨派民意代表所組成，基金會很榮幸能

與全國政協成為對口單位，進行兩岸民意代表交流活動，此次為基金會

第四次組團到大陸參訪，在北京期間曾拜會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國台

辦主任張志軍、海協會會長陳德銘等領導人，又參加二場座談會，彼此

坦誠交換意見，共同促進兩岸和平發展。 

饒團長表示，促進兩岸和平發展，不是一黨之專利，為增進兩岸交

流，今後基金會每年都會組跨黨派參訪團到大陸進行交流。

饒團長強調說，湖南是個山明水秀、人傑地靈的好地方，台湘兩地

一家親，希望兩地進一步增進交流，在經貿、文化等領域開展更深入合

作，共促和平發展，也希望徐書記再次到台灣參訪。晚上湖南省政協主

席陳求發以晚宴款待參訪團，場面十分溫馨。

5月26日上午撘車前往吉首市，歷經5小時始抵達，湘西州委、州政

府以午宴招待參訪團。宴請完畢後，續乘車前往鳳凰古城，途中參觀矮

寨大橋。

矮寨大橋於去年3月31日通車，自此之後，長沙至重慶只需8小時，

大大縮短行車時間，對於大陸中西部發展甚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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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寨大橋橋面與山谷谷底垂直高達355公尺，是當前世界跨越峽谷

最長的鋼桁樑懸索橋，主橋全長1,176公尺，創下四個世界第一的紀錄：

1.為目前世界峽谷跨徑最大懸索橋，2.首次採用塔、樑完全分離的結構設

計，3.首次採用軌索滑移法架設鋼桁樑，4.首次採用岩錨吊索結構，並用

碳纖維作為預應力筋材。

參訪團一行在工程人員陪同下，走完這座巧奪天工的橋樑，對於大

陸工程人員克服天險、研發進步的橋樑工程施工技術，無不大為佩服與

讚賞。當晚由鳳凰縣委及鳳凰縣政府聯合宴請參訪團。 

5月27日上午前往張家界，中午接受當地市委及市政府午宴款待，

下午到袁家界參觀，晚上參加張家界政協晚宴，之後到天門山戶外音樂

劇場觀賞「天門狐仙秀」大型表演，這是被譽為目前世界第一台有完整

故事情節的山水實景音樂歌舞劇，場面浩大，音樂極為震撼，令人嘆為

觀止。

5月28日上午前往張家界觀賞大陸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這座公園

的奇峰、秀水及幽谷，聞名於世，午餐後搭機回台北，完成此次參訪活

動。

九、總    結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以來，兩岸關係從嚴峻到祥和、從疑懼到互

信、從針鋒相對到和平發展，此一成果得來不易，必須加以珍惜。

當前兩岸政府無不努力鞏固和平發展基礎，以免擦槍走火，影響人

民福祉。在此前提之下，海峽兩岸民意代表交流基金會利用大陸新領導

人上任及對台工作人員改組之後的最短時間，賡續組團前往大陸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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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大陸對台政策的新動向，並表達台灣各界對兩岸和平發展的看

法，別具意義。

馬總統於4月29日在辜汪會談20周年紀念會說，政府推動大陸政

策，一定在中華民國憲政架構下，遵循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

的優先順序，不論在國內或國外，「我們都不會去推動兩個中國、一中

一台或台灣獨立」。

今年4月，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論壇說，兩岸關係要謀長

遠，「能謀事者必有所成」，必須把握兩岸和平發展的大趨勢，真正認

識、把握歷史的機遇，與時代發展的潮流，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在5月29日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政治問

題在兩岸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問題，兩岸政治分歧確實已開始逐漸制約兩

岸和平發展的深化和進一步的發展，大陸主張雙方正視現實，逐步解決

這些問題。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6月3日於雲南舉行之第二屆「雲台會」開

幕式中強調，兩岸關係得更上層樓。他說，「兩岸同胞對兩岸關係發展

有更高期許，我們將進一步促進兩岸政治互信基礎，積極推動在相關領

域的商談與合作，為兩岸關係創造新成果」。

在國民黨馬英九總統連任執政下，兩岸和平發展顯然是當前兩岸關

係發展的主軸，參訪團在參訪期間，會見的大陸相關單位領導人，也都

口徑一致談到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性，並期待鞏固和平發展的基礎，進

而增強政治互信，共同增進兩岸人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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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此行獲致之成果及感想如下：

（一）參訪成果

此次參訪團仍以跨黨派形式組團，而絕大部分卸任中央民意代表在

地方上仍持有一定的影響力，在猶如過江之鯽的大陸參訪團中，實為少

見。自今而後，本基金會為達成成立之宗旨，以為國家未來發展盡綿薄

之力，將在既有平台上，繼續擴大跨黨派組團參訪大陸，並設法廣邀在

職中央民意代表踴躍參與，期使大陸領導人士了解台灣主流民意對兩岸

問題的正確訊息。

參訪團此次在拜會大陸相關領導人時，團員均能充分表達對兩岸和

平發展之期待，並反映生活在台灣民眾對兩岸今後如何相處的看法，其

中必須特別指出的是：參訪團團長饒穎奇及部分團員，都正式對大陸相

關單位領導人表達期待大陸方面應以更大的胸懷正視兩岸現實，亦即承

認中華民國，不要迴避台灣政治人物之官銜，以維持台灣政治人物之尊

嚴，另對台灣參與民間國際NGO組織，不要干擾阻擋，以免影響兩岸和

平發展。對於代表團此一期待，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認為可由民間進

行討論，終究會有解決辦法。

過去三年，參訪團在大陸參加的座談會只有一場，是以經貿、文化

為主；此次參加二場座談會，且有一場以兩岸和平發展為討論主題，是

由全國政協提議，經本基金會同意，顯示兩岸和平發展前景，已是兩岸

共同關心的話題。

大陸全國政協自2010年成為與本基金會交流平台之後，雙方已建立

相互參訪與交流機制，自今而後，本基金會當利用此一平台，繼續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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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心聲，提供正確訊息給大陸有關當局，以免

大陸領導階層誤判兩岸情勢。

（二）參訪感想

經由此次參訪，發現大陸對兩岸軍事互信及政治互信之建立，雖坦

言沒有時間表，但似漸有急迫感，且明白宣示兩岸和平發展的底限是：

不能成為「一中一台」，更不能搞台獨。

為達成兩岸和平發展之終極目標，大陸方面將會繼續注重台灣基

層，打造交流平台，辦好與台灣工會、青年與婦女的活動，也將繼續

推動經貿合作，實現互利雙贏；更重要的是：在增強民間探討「國家

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以「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方面，大陸當局將會採取更積極的策略，利用各種機會，分別在各地

舉行座談會或論壇，以找出適當的解決辦法。是以如何因應大陸當局

促談「政治問題」，我方必須有周延、縝密計畫，以資因應，絕對不

能掉以輕心。

多年來，我方一直期待大陸方面能夠正視現實，亦即承認中華民國

的存在，但因大陸囿於既定政策，目前尚無轉圜空間，對於承認中華民

國存在的事實，短期內似難以達成。基於此一問題攸關兩岸今後政治關

係的「合情合理的安排」，參訪團在多處場合提出台灣在這一方面的訴

求，雖沒有獲得明確回應，但也沒有被回絕。於此可見，只要我們鍥而

不捨，終有見到曙光之日。 

爭取國際空間是我方多年來努力的目標，參訪團在參訪過程中，一

再利用機會表達我方在這方面的期望，儘管沒有得到明確答案，但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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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所見到的相關對台工作人員，必能理解我方對爭取國際空間的殷切期

待，可以說已增加我方日後與大陸協商之籌碼。

經貿是台灣生存之命脈，當前台灣對外貿易倚賴大陸市場甚深，大

陸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在接見參訪團時，明白指出台灣對外貿易不能僅賴

大陸市場，必須佈局全球，以免被邊緣化，在這方面，他希望兩岸能夠

合作，才有利於台灣擴大國際市場，並共創世界品牌。陳德銘的這一席

話，值得我們深思。

交流、互訪有助於兩岸增進了解、建立共識。由於民進黨不願意放

棄台獨，迄至目前為止，大陸還不會與民進黨交流，但同意部分民進黨

人士以適當身分參訪大陸，如何促進民進黨以台灣人民福祉為重，採取

務實之大陸政策，應該是民進黨必須以嚴肅態度思考的問題。

兩岸問題複雜萬端，並非國共兩黨協商即能解決。為期兩岸不再兵

戎相見、進而共創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的「紅利」，在台灣方面，如何

促進在野黨正確了解兩岸問題，並凝聚國民黨與在野黨在兩岸政策上之

共識，實為當務之急，千萬不可以等閒視之。

兩岸政策攸關台灣民眾福祉，在兩岸政府的努力下，當前兩岸關係

雖已走上和平發展之路，但這不是大陸當局處理兩岸關係最後的目標，

是以台灣方面如何擺脫執政黨與在野黨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呈現南轅北

轍的紛歧，進而擬定一套凝聚全民共識、並有利台灣未來與大陸相處的

可長可久政策，應該是朝野雙方無可旁貸的責任。

在短短七天的參訪中，參訪團發現大陸各級幹部在推動「國家」建

設方面，大多能夠講求效率、全力以赴，而其領導幹部之精明能幹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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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與地方密切配合推動建設計畫，更讓參訪團團員留下深刻印象。大陸

在改革開放後，僅歷經三十餘年時間，就能躋身「大國」之林，的確值

得我們深思與警惕。

近年來，旅遊事業已成為大陸具有更大發展潛力的重要事業，大陸

各地對觀光資源之開發不遺餘力，可供台灣借鏡者為數不少，雖然台灣

沒有大陸的大山大水，但台灣如能再致力於觀光資源之整體開發，未來

數年之內，台灣觀光事業必能出現嶄新面貌。

參訪團此行係由大陸全國政協安排，所到之處，都受到熱情接待，

即使是細微末節，也不忽略，顯見大陸當局對兩岸交流之重視，在此，

本基金會要對大陸全國政協表示最大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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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程 表

5月22日（星期三）台北／北京

08：05   搭乘CI511華航前往北京

11：10 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16：00 全國政協領導會見

18：00 全國政協辦公廳會見宴請

  住宿：北京麗晶大酒店

5月23日（星期四）北京

09：30 拜會海協會

11：30 民進中央會見宴請

15：00 參觀國家農業科技展示園

18：00 國務院台辦會見宴請

  住宿：北京麗晶大酒店

5月24日（星期五）北京

09：00 「推動兩岸農業產業合作」座談會

12：00 全國台聯宴請

15：00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懇談會

18：00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宴請

  住宿：北京麗晶大酒店

5月25日（星期六）北京／湖南

07：45 搭乘CA1343赴湖南長沙

10：30 抵達湖南長沙

12：00 湖南省政協會見宴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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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參觀岳麓書院

18：00 湖南省領導會見宴請

  住宿：華天賓館

5月26日（星期日）湖南

08：00 乘車前往鳳凰古城

12：30 抵達鳳凰古城

13：00 午餐

15：00 參觀鳳凰南長城、沈從文故居

18：00 晚餐

20：00 夜遊沱江

  住宿：鳳凰賓館

5月27日（星期一）湖南

08：00 乘車前往張家界

12：00 午餐

15：00 參觀天門山等

18：00 晚餐

20：00 觀賞實景音樂劇『天門狐仙』

  住宿：大成賓館

5月28日（星期二）

08：30 參觀金鞭溪、水繞四門、袁家界等

12：00 午餐

15：30 搭乘CZ3025返回台北 

18：30 抵達台北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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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團員名單

職     稱 姓     名 經                歷 任職屆別 出生年月日

團    長 饒 穎 奇

立法委員、立法院副院長、

總統府資政、兩岸民意代表

交流基金會董事長、國民黨

中評會主席團主席、世界自

由民主聯盟總會長

第一至五屆

立法委員

（國民黨）

1934年11月5日

團長

夫人
饒高淑端

饒團長夫人

寶桑教育基金會副董事長
（國民黨） 1944年3月28日

副團長 陳 哲 芳

國民大會代表、兩岸民意代

表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海

基會董事、總統府國策顧

問、耐斯企業集團總裁、愛

之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監察院高級顧問、中華文化

總會執行委員

（國民黨） 1941年5月30日

副團長 劉 盛 良

立法委員、兩岸民意代表交流基

金會董事、總統府國策顧問、

國民民黨組發會副主委、世界

客屬總會理事長、國民黨客

屬服務總會總會長、世界龍

崗親義總會主席

第 一 、 三 、

四、六、七屆

立法委員

（國民黨）

1939年3月18日

秘書長 朱 鳳 芝

立法委員、海峽兩岸民意

交流基金會董事、國民黨

中評會主席團主席、桃園

縣議員、海棠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中華電信上海立華

信息科技公司董事長

第一至七屆

立法委員

（國民黨）

1948年6月27日

副秘

書長
李 友 吉

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

監察委員、亞東關係協會

監事、兩岸民意代表交流

基金會副秘書長

第一至三屆

立法委員

（國民黨）

1939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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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經                歷 任職屆別 出生年月日

副秘

書長
李 和 鑫

兩岸民意代表交流基金會

董事、香港大唐（中國）有

限公司總經理、香港秉花堂

李氏慈善基金會主席

1946年7月20日

團    員 賴 晚 鐘

立法委員、立法院最高顧問、

私立景文科技大學創辦人、

美國衛斯理學院榮譽法學

博士、台北第二中學校台灣

青芝會會長

第一屆

立法委員

（國民黨）

1929年4月2日

團    員 楊 敏 盛

立法委員、敏盛醫療體系

總裁、敏盛醫控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第一屆

立法委員

（國民黨）

1940年12月24日

團    員 鄭 余 鎮

立法委員、新莊市長、立法

院最高顧問、中華民國消費

者協會理事長、消費者團結

聯盟主席

第一及五屆

立法委員

（民進黨）

1946年1月12日

團    員 簡 漢 生

立法委員（僑選）、國民大會

代表、國民黨台北市主委、

國民黨文工會主任（中宣部

部長）、中國廣播公司

董事長、中天電視董事長、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

第一屆

立法委員

（國民黨） 
1946年10月12日

團    員 林 永 瑞

立法委員、立法院預算

委員會召集人、國民黨行

管會主任委員、兆豐管理

顧公司董事長、兩岸福治

民生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第一屆

立法委員

（國民黨）

1948年5月1日

團    員 李 源 泉

立法委員、台灣省諮議會

諮議長、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行政院

農委會副主任委員

第二屆

立法委員

（國民黨）

194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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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員 邱 垂 貞

立法委員、民進黨中央黨部

社運部主任、民進黨立法黨

政協調會副總幹事、桃園縣

企業發展協會理事長

第二至五屆

立法委員

（民進黨）

1951年10月13日

團    員 陳 光 復

立法委員、台灣省諮議會

諮議員、澎湖第一酒廠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

第二及三屆

立法委員

（民進黨）

1955年10月25日

團    員 陳 漢 強

立法委員、國立屏東、新竹

師範學院校長、台北市教育局

局長、台灣省教育廳副廳長、

代理廳長

第三屆

立法委員

（新黨）

1937年7月3日

團    員 范 振 宗

立法委員、新竹縣縣長、

行政院農委會主任委員、

台灣肥料公司董事長、總統府

國策顧問

第三屆

立法委員

（民進黨）

1942年11月20日

團    員 鄭 永 金

立法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

立法院國民黨黨團書記長、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召委、

經濟及能源委員會召委、

新竹縣長、新竹縣議員、

副議長、議長、新竹縣生命線

協會名譽理事長

第三及四屆

立法委員

（國民黨）

1949年10月8日

團    員 蔡 鈴 蘭

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

兩岸民意代表交流基金會

董事、總統府國策顧問、

台中市海峽兩岸交流協會

理事長、中華海峽兩岸婦女

經貿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

第四及五屆

立法委員

（國民黨）

1942年5月13日

團    員 何 嘉 榮

立法委員、嘉義縣長、土地

銀行董事、美國美利堅大學

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

第四屆

立法委員

（民進黨）

1945年12月24日

團    員 林 重 謨
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

工程師、經理、廠長

第四至六屆

立法委員

（民進黨）

1947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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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員 郭 榮 振

立法委員、省議員、國民黨

中央評議委員、台中肉品

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福州鈞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貝昇生技藥業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

第四屆

立法委員

（國民黨）

1950年6月7日

團    員 黃 義 交

立法委員、行政院新聞局駐

美國華盛頓府新聞處二等

秘書、新聞局國際處第一科

科長、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副處長、處長、台灣省政府

發言人

第四至七屆

立法委員

（親民黨）

1953年3月12日

團    員 邱 永 仁

立法委員、宏明醫院主治

醫師、國立高雄大學、中國

醫藥大學兼任教授

第五屆

立法委員

（民進黨）

1937年8月7日

團    員 李 和 順

立法委員、立法院最高顧問、

台南縣議會議長、炳翰機構

總裁、台南市義交大隊

大隊長、李黃玉蘭基金會

董事長

第五及六屆

立法委員

（國民黨）

1952年6月22日

團    員 蔡 勝 佳

立法委員、中國海峽兩岸

發展協會理事長、稻江科技

管理學院教授、立法委員

協進會副秘書長、財團法人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會董事長

第六屆

立法委員

（親民黨）

1945年4月11日

團    員 林 水 吉
國民大會代表、考試院

秘書長、總統府國策顧問
（國民黨） 1942年10月8日

團    員 李 成 家

國民大會代表、兩岸民意代

表交流基金會董事、總統府

國策顧問、美吾華懷特生技

集團董事長、中華民國全國

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台灣

省工業會理事長、海峽交流

基金會董事及監事、1 9 8 4
十大傑出青年當選人

（國民黨） 1948年3月12日



32

職     稱 姓     名 經                歷 任職屆別 出生年月日

團    員 饒 慶 鈴

台東縣議會議長、國民黨

中央常務委員、世界自由

民主聯盟理事、兩岸客家

文經交流協會常務理事、

寶桑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國民黨） 1969年11月23日

團    員 林 賜 農

兩岸民意代表交流基金會

董事、山冠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昆山登云科

技職業學院董事長、佳興

（越南）有限公司董事長、

晶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順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歐都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華亞（東營）有限

公司董事

（親民黨） 1950年3月16日

團    員 李 傳 洪

兩岸民意代表交流基金會

董事、國民黨中評會主席團

主席、薇閣文教公益基金會

董事長、南開大學周恩來

政府管理學院發展委員會

主委、南懷瑾太湖大學堂

董事長、台北市私立薇閣

高級中學、國民小學董事長

1950年3月25日

團    員 林 宇 晨

兩岸民意代表交流基金會

董事、匯盈國際投資有限

公司董事長、匯盈國際資產

管理（股）公司董事長、

匯盈鑫然投資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董事長、匯盈國際

投資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長

1963年12月30日

團    員 黨 天 健
兩岸民意代表交流基金會

董事、大統生技集團董事長
（無黨） 1957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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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員 李 銘 洲

台灣省諮議會諮議員、國民

黨1 8全黨代表雲林縣聯誼
會會長、國民黨雲林縣黨部

副主委、振合營造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本洲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國民黨） 1956年7月4日

團    員 唐 國 泰

台中市議員、中國國民黨

十七及十八全黨代表、中

國國民黨青年論政聯盟

總召集人、行政院中部聯合

服務中心執行長

（國民黨） 1969年1月2日

團    員 陳 冠 舟

耐斯企業公司副董事長、

國票金融控股公司董事、

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英國

倫敦政經學院台灣校友會

理事長

1970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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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與剪報

會晤政協主席俞正聲 2013/5/22

政協俞正聲主席接見全體團員 201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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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孫懷山先生晚宴接待全體團員並以墨寶相贈 2013/5/22



36

陳雲林先生伉儷赴酒店拜訪 2013/5/22

會晤海協會新任會長陳德銘 



37

中國民主促進會嚴雋琪主席率該會主要幹部與訪問團合影 2013/5/23

中國民主促進會嚴雋琪主席與訪問團舉行座談 201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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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促進會與訪問團舉行座談，會後並餐敘 2013/5/23

會晤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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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與張志軍主任載歌載舞炒熱了晚宴氣氛 2013/5/23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釣魚臺賓館接見全體團員 201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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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兩岸農業合作座談會 2013/5/24

參觀農業科技展示園區



41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懇談會 2013/5/24

北京全國台聯主席汪毅夫宴請全體團員 201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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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楊崇匯主任紀念品感謝熱忱接待 2013/5/24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楊崇匯主任晚宴 201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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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湖南長沙參觀著名的嶽麓書院

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接見訪問團 2013/5/25



44

鳳凰古城參訪 2013/5/26

參觀湘西矮寨大橋 2013/5/26



45

訪湖南著名風景區張家界 201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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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102年5月23日（星期四）A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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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102年5月25日（星期六）A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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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102年6月6日（星期四）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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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102年6月7日（星期五）A2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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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協報—2013年5月23日（星期四）A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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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協報—2013年5月25日（星期六）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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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報—2013年5月26日（星期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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