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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不成條例vs.不監督條例 

你們是「簽不
成」條例啦！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兩國論vs.一國兩區 

第一條     為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以下簡稱兩岸）訂定
協議之處理及監督程序，提升兩岸協商之公開透明及公眾
參與，強化國家安全評估及落實立法院監督…。 

民間版是 

「兩國論」 

奇怪耶？我們不是
叫「中華民國」？
那邊不就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只
是說清楚而已！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之兩岸協定，指臺灣中華民國政府與大
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間，直接或委託法人…。 



兩國論vs.一國兩區 

只說「兩岸」 ，其他未規定的就
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那是「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囉！ 

第一條  為確保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規範兩岸訂定協
議之處理程序..。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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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協定締結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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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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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公投？ 

• 第十五條說，涉及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結束兩岸敵對
狀態、…，及其他可能影響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人民對中華
民國台澎金馬主權的各項協定，應有立法委員3/4出席，
及出席委員3/4決議，再依公民投票法程序，辦理全國性
公民投票，由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全體人民複決，經有效投
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不受公民投票法「鳥籠條款」的
限制。 

• 沒有！ 

如果沒有公投條款，馬政府要跟
「對岸」締結「和平協議」，也
只要送國會「備查」就夠了！ 



可以公投？ 

• 也沒有！ 

嚴格程度舉世僅見，談判前的計畫、談
判中的草案、談判後的文本，三階段都
要經過國會審查，國會通過後才會繼續
進行，是非常嚴謹的審查過程。 

黨內討論後認為，如果兩岸協議影響層
面很大需要公投，就循公投法機制提案
公投，而現在鳥籠公投本來就要修正，
因此沒有必要在兩岸監督機制中規範公
投。 

意思是，民進黨團版無自動生效條款， 
        且國會會嚴格審查，請放心！是嗎？ 



協商前，國會角色？ 

• 第六條說，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會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
議題相關機關，在協議四個階段，向立法院…，進行溝通
及諮詢：…。 

• 第六條說，協定締結機關應在兩岸協定協商開始90日前，
提出協定締結計畫，向立法院報告。第九條進一步說，立
法院得以院會決議對協定締結計畫提出修正意見、附加附
款或保留。 

一個是把意見當作「協議協商、簽署及執行」
的參考（行政院版）；一個是應依據報告或經
立法院同意的協定締結計畫，連同經立法院決
議的修正意見、附加附款或保留，進行兩岸協
定的協商。 



協商前，國會角色？ 

• 第五條說，為落實立法院監督角色及功能，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或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該在談判前階段、談判中階段
與談判後階段，向立法院或立法院相關委員會進行報告。 

立法院不是只有聽報告而已… 
• 談判前階段：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談判計畫後，委員會可以對談判計畫提出

建議，而主管機關要據以修正談判計畫，始得進行談判。 

• 談判中階段：行政院應在談判獲得共識後，向立法院提出協議草案，經立法

院同意，始得正式簽署協議；如果立法院對部分條款提出修正決議時，主管

機關應據以續行談判，並將談判結果報告立法院後，始得簽署協議。 

• 談判後階段：行政院應於協議正式簽署後，將協議文本送

立法院審議。惟，根據司法院釋字第391號解釋理由書意旨

，立法院應採逐條討論全案表決，但對部分條文得以決
議附加施行的配套措施或日期。 

進行補充性或延續性談判的（已施行的）協議，主管機關於簽署後，
由行政院送立法院備查；即，直接進入「談判後階段」。 



公民參與？ 

• 第七條說，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會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
議題相關機關，在協議四個階段，以出席或辦理各項說明
會、座談會、協調會或公聽會等方式，與社會大眾進行溝
通及諮詢。 

• 第七條說，協定締結機關於提出協定締結計
畫前，應舉辦公聽會，蒐集意見與資訊。 

• 第十二條說，人民或民間團體，可以向立法
院提出相對應的影響評估報告，或各機關未
予辦理的影響評估報告。 

• 第十三條說，民間與締結機關提出的「影響
評估報告」有重大差異時，立法院應就兩岸
協定的可能影響，舉辦聽證會。 

民間版：公聽會＋提出影響評估報告＋聽證會！ 



公民參與？ 

• 第七條說，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於
各談判階段，主動規劃採取可行有效的方式（例如：採取
公聽會、說明會、相關業者訪談、徵詢相關公會意見，或
民意調查等），與相關各方進行溝通，其辦理情形應納入
向立法院或立法院各委員會報告內容 。 

溝
通
，
溝
通
，
再
溝
通 

• 談判前階段：廣泛蒐集輿情反映，掌握利害關係人實際需求

。談判計畫內容應涵蓋協商議題、目標、協商規劃期程、範

疇及初步協商規劃的據等事項。 

• 談判中階段：持續聽取各界意見，並適時向利害關係人說明

兩岸談判的階段性進展，談判的重點、預期效益與影響、利

益公平分配的原則與配套措施等事項。 

• 談判後階段：持續聽取各界意見，蒐集協議施行可能遭遇之

問題與障礙以及利害關係人受協議施行的影響情況與因應措

施。 

 

 



影響評估報告？ 

明確要求官方應於簽署前提出影響評估
報告，民間也可以主動提出「民間版」
的影響評估報告，作為是否辦理「聽證
會」的依據。 

• 第十二條說，協定締結機關應該協定簽署180天之前，向
立法院提出影響評估報告及影響因應方案。 

     人民或民間團體，也可以在締結機關提出評估報告後60日
內，向立法院提出相對應的影響評估報告，或各機關未予
辦理的影響評估報告。 

     第十二條也明定報告應含括的項目！ 

• 不明確！第六條提到要在國安審查後，向立法院說明影

響評估及因應方案。 



影響評估報告？ 

• 第五條第一項說，應該在談判前、中、後階段向立法院說
明談判計畫可能涉及的利害關係人及其影響評估、國家安
全影響。 

• 第八條說，談判前階段，主管機關應針對談判議題所涉國
家安全影響，邀集相關機關進行初步審查。至談判中階段
，行政院則應召集國家安全影響評估會議。 

• 第十條，明定國家安全影響評估審查事項，包括國防軍事
、科技安全、兩岸關係、外交及國際關係、對國內經濟、
相關產業、國人就業、自然及生態環境、人權、原住民等
的整體影響。 

 

要去立法院說明， 
應該就會有《報告書》吧！ 



聽證程序？ 

• 沒有！ 

締結機關說了算？！或者應
該透過聽證程序釐清疑慮？ 

• 第十三條說，民間版的「影響評估報告」與締結機關提出

的「影響評估報告、影響因應方案」有重大差異時，立法

院應於締結機關提出影響評估報告與影響因應方案九十日

後，就兩岸協定的可能影響，舉辦聽證會。 



聽證程序？ 

• 好像也沒有耶！ 

民 
進 
黨 
怎 
麼 
說 
？ 



重啟協商的時機？ 

• 第十七條說，協議經立法院審議未通過或審查未予備查者
，協議統籌辦理機關應即通知協議對方，視需要與對方重
啟協商。 

一個是在協議簽署之後，立法院不同
意後才重啟協商（政院版）；一個則
是在協定簽署之前，透過「聽證」確
認有重大影響，而提前重啟協商（民
間版）。哪一個好呢？ 

• 第十四條說，協定締結機關應依據聽證所認定的影響事實
，評估應否重啟協商；而立法院也可以決議要求協定締結
機關重啟協商。 



重啟協商的時機？ 

•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說，協議草案經立法院同意者，即得
正式簽署協議。但如立法院對部分條款審議時提出修正決議，主管

機關應據以續行談判，並將談判結果報告立法院後簽署協議。 

• 第五條第二項說，行政院於協議正式簽署後，應將協議文
本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應採逐條討論全案表決。 

• 第十二條說，協議文本經立法院審議未通過或審查未予備
查者，…，行政院…應即通知協議對方，視需要作後續處
理。 

在協議草案出爐後就應該將協議草案送立法院

審查，立法院於審查後，可以決議「重啟協商」或

「中止協商」。另一個「重啟協商」的時機是在協

議文本送立法院審議或備查時！ 



資訊透明？ 

• 模糊！溝通與諮詢過程要呈現哪些資訊，並不明確！ 

• 明確！第十一條說，協定締結機關應在完
成協商後，簽署前向立法院報告協商過程及
協商結果，並應主動公開兩岸協定草案的完
整內容。 

• 第十二條明定，協定締結機關應向立法院提
出的影響評估報告及影響因應方案項目。 

• 第十三條規定的聽證會，可以讓可能受影響
的事項透過正反意見的詰問而更加透明。 



資訊透明？ 

• 第十八條說，應將協議執行情形與成效公開於網站。 

• 也說，立法院得視情況要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協議權責
主管機關提出協議施行狀況的評估報告。 

談判前、 中、後階段向立法院報告、送立法

院審議、備查的談判計畫、協議草案、協議文

本，要不要公開？ 

哈！ 

到了立法院，哪有東東不會被公開？ 



30秒鬧劇合法化？ 

• 第十六條說，行政院送來備查的協議，應提報院會；若有

立委認為協議內容，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時，經15名

立委連署或附議，可將協議交付委員會審查。但，委員會

未能在三個月內完成時，視為已經審查。 

一樣是可以把備查的協議交付委員會逐條審
查，但政院版是「逾期視為已經審查」，民
間版是「逾期視為已將備查轉為審議」。政
院版把協議當成行政命令，按照政院版，30

秒鬧劇將合法化！ 

• 第十五條說，行政院送來備查的協定，可以經 1/3  立委連

署或附議，將協定交付委員會審查，若委員會未能在三個

月內完成確認時，視為已將備查轉為審議。 



30秒鬧劇合法化？ 

• 第六條說，立法院對於行政院在談判中階段提出的協議草
案的審議，應該在九十日內完成，逾期未完成者，應由院
會議決之。 

 

這樣訂，可以同時兼顧立法院的監督，並掌
握時效，確保我方及民眾的利益及福祉。 

那，送立法院審議的協議文本呢？
而那些進行補充性或延續性談判， 

先簽署再送立法院備查的協議，以
及那些一次性個案而無一般性效力
的兩岸協議會再演30秒鬧劇嗎！ 



如何公告？ 

第十九條    協議生效後，… ，刊登政府公報。 

 

政府公報vs.總統批准公布 
行政院太Low了吧！把兩岸協議
當作什麼？行政命令嗎？  

第十八條     兩岸協定經行政院核定及立法院議決通過或備查

，應經總統批准，並與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互換文件後，由協定締結機關報請行政院轉呈總統公
布施行後生效。 



如何公告？ 

• 第十四條第二項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的協議，其效力等
同法律；經立法院備查的協議，不得與法律牴觸 

• 第十五條說，為資訊公開、透明，協議生效後，應以適當
方法公告周知，並刊登政府公報。 

是一種沒有那麼嚴重
的意思吧？ ！ 



國會生態一日不變 

公民制衡力量不能停 



國會生態已變 

公民力量怎麼說？ 



哪一天又朝小野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