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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馬英九總統於 11 月 7 日在新加坡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會面，雙

方進行 1小時的會談，之後並共進晚餐。這是繼 22 年前的辜汪會談

後，兩岸交流再一次寫下新的里程碑。雖然雙方會晤並未簽署任何協

議或發表任何共同聲明，但都期盼兩岸能更朝穩定和平的方向發展。

會後馬總統並且親自舉行記者會說明會面情況，受到全球媒體關注與

大幅報導。 

中央廣播電臺身為國家廣播電臺，派遣記者團隨行採訪，進行第

一手的報導與觀察，並即時連線，提供最新、最迅速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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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目的     

兩岸關係攸關台灣發展，馬英九總統打破兩岸隔海分治 66 年來

的僵局，首度與大陸領導人會面，「馬習會」寫下兩岸歷史新頁。儘

管雙方並未簽署任何協議，也未發表共同聲明，但彼此確認了「九二

共識」為兩岸共同的關鍵政治基礎。 

總統並親自在大陸領導人習近平面前，完整說明「一中各表」與

「中華民國憲法」，也希望大陸方面能對台灣的國際空間以及對台軍

事部署有善意行動。總統並強調，希望「馬習會」能替未來的台灣領

導人奠定基礎，創下未來雙方領導人在對等、尊嚴情況下會面的新模

式。 

央廣這次派出 3位記者及 1位影音人員，全程紀錄「馬習會」的

歷史時刻，在新加坡現場提供聽眾及網友第一手快速、詳實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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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1) 11 月 7 日清晨 6 時，總統專機從松山機場起飛，約 10 時 30 分 

    抵達新加坡；星國外交部東亞司副司長黃美美、現任國會議員符 

    致鏡到場接機。總統離開機場後，先赴四季飯店與僑胞會面，受  

    到熱烈歡迎。 

 2) 下午 3 時，馬習會於香格里拉飯店正式登場，馬總統與習近平兩 

    人歷史性的握手聚焦全球目光，之後轉赴另一廳舉行會談。雙方 

    短暫的開場致詞後，進行約一小時的閉門會談。 

 3) 下午 4 時許會談結束，先由陸方舉行記者會，由國台辦主任張 

志軍回覆各國媒體提問。接著台灣方面則由馬總統親自舉行記者

會，詳細答覆有關「馬習會」問題。 

4) 晚間雙方與談人員共 14 人共進晚餐。餐敘後，馬總統在上機前， 

再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茶敘，約於晚間 9 時專機啟程，於翌日凌

晨返抵台灣。 

 

 

三、心得 

兩岸隔海分治已經超過一甲子，雙方領導人會晤，不僅對兩岸民

眾是重要大事，國際社會也投以高度關注，許多媒體均以頭條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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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報導。 

從 11 月 3 日晚間「馬習會」的消息曝光開始，新聞熱潮就沒停

過。為向國人完整說明，馬總統於出發前已經先舉行過一次國際記者

會，以 75 分鐘的時間，完整回答中外媒體超過 50 個問題。 

7 日一早記者隨著總統專機出發前往新加坡，總統在機上神采奕

奕，面對即將登場的歷史時刻，表示「心情平靜」。下午重頭戲正式

登場，馬、習兩人握手再揮手、長達 2 分鐘，之後轉赴另一廳，進行

正式會談。會後雙方先後舉行記者會，之後再共進晚餐，彼此還帶了

具有歷史意義的金門陳高、馬祖老酒以及茅台酒共享。 

兩岸之間曾有的戰火喧囂、緊張對峙，其實從馬總統上台後，已

經逐漸和緩，兩岸交流也隨著時間不斷往前邁進，從開放探親、節日

包機到大小三通直航，乃至於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及陸生來台就讀，都

可以看出彼此關係越來越緊密。 

23 年前，「辜汪會談」在新加坡舉行，為兩岸關係和解立下重要

里程碑；23 年後同樣在新加坡，兩岸領導人已經可以直接見面，並

且避開爭議的頭銜，彼此以「先生」互稱，以彈性且務實的方式進行

交流。雖然短暫數小時的會晤，並未有任何實質的協議，但已經足以

替兩岸交流開創新的型態，也正是進一步實現總統所說的「主權互不

承認、治權互不否認」，往後雙方領導人都可以循這樣的模式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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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岸交流開啟許多可能性。這也是本次「馬習會」雙方的共同期盼，

冀望兩岸今後能朝更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並為兩岸人民謀求更多

福祉。 

 

 

四、建議事項 

  「馬習會」為全球媒體關注的兩岸大事，央廣身為國家廣播電臺，

這次特別組成 4人採訪團隊，包括三名新聞部記者以及一名網資部影

音小組成員前往採訪。其中一名記者更在馬習兩人正式會面前就先抵

達新加坡，進行全方位的報導。 

    由於來自全球的媒體人員多達數百位，因此在正式會談前後，現

場情況十分混亂，幸好央廣採訪團隊發揮分工合作精神，接力報導、

連線及拍攝完整畫面。因此建議往後如遇類似的重大新聞事件，仍應

派出一人以上的採訪團隊，以提供海內外的聽眾及網友，最詳實、完

整的新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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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次採訪共計發出 44 篇新聞報導（含出發前撰發稿件），4 則 

專題，並上傳多張照片。 

新聞報導的央廣連結入下： 

 

1) 馬習會／7日新加坡登場 不簽協議不發聲明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1931 

 

2) 馬習會／鞏固兩岸和平 7 日新加坡登場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1934 

 

3) 馬習會／總統：兩岸關係與時俱進 水到渠成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241 

 

4) 馬習會／總統：不為下次選舉 為下代幸福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249 

 

5) 馬習會／不稱頭銜 總統：實質對等尊嚴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272 

 

6) 馬習會／總統：下任總統可藉此上橋渡河 

http://www.rti.org.tw/m/news/detail/?recordId=232279 

 

7) 馬習會／總統：將討論台灣國際空間 

http://www.rti.org.tw/m/news/detail/?recordId=232313 

 

8) 馬習會／香格里拉維安升高 車輛安檢嚴格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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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馬習會／啟程赴星 總統：心情平靜 

http://www.rti.org.tw/m/news/detail/?recordId=232688 

 

10) 馬習會／總統專機赴星 幻象 2000 護航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689 

 

11) 馬習會／總統：接受「九二共識」才能上橋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02 

 

12) 馬習會／總統提設立兩岸熱線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39 

 

13) 馬習會／總統：兩岸永續繁榮是目標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45 

 

14) 馬習會／總統提鞏固九二共識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46 

 

15) 馬習會／總統盼速處理貨貿、互設機構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48 

 

16) 馬習會／總統：兩岸學子交流令人感動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47 

 

17) 馬習會／總統：兩岸齊努力開創燦爛未來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49 

 

18) 馬習會／習近平盼兩岸堅持九二共識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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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馬習會／習近平：雙方應堅持九二共識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55 

 

20) 馬習會／歷史會面 馬總統提出 5 項主張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60 

 

21) 馬習會／習近平籲台灣各黨正視九二共識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59 

 

22) 馬習會／習近平：兩岸事務主管可先設熱線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61 

 

23) 馬習會／兩岸貨貿協議 習：抓緊商談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62 

 

24) 馬習會／張志軍：有 6點意義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65 

 

25) 馬習會／習近平：兩岸共寫史書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64 

 

26) 馬習會／陸：兩岸和平成果創造會面條件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67 

 

27) 馬習會／張志軍：大陸不介入台灣選舉 

http://www.rti.org.tw/m/news/detail/?recordId=232766 

 

28) 馬習會／總統當面提「一中各表」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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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馬習會／總統：習指飛彈部署非針對台灣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70 

 

30) 馬習會／總統：兩岸歧見不應貿然處理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71 

 

31) 馬習會／總統：還原九二共識真相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76 

 

32) 馬習會／總統提台灣盼入 TPP、RCEP 

http://www.rti.org.tw/m/news/detail/?recordId=232773 

 

33) 馬習會／總統：有助兩岸穩定架構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72 

 

34) 馬習會／總統未邀習訪台 要一步步來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75 

 

35) 馬習會／會談成果 總統：詳細鋪陳九二共識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80 

 

36) 馬習會／總統：提中華民國 站穩應有立場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84 

 

37) 馬習會／習近平：政黨承認九二共識就願交往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786 

 

38) 馬習會／習近平：歡迎台灣適當方式入亞投行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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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馬習會／總統提軍事威脅 習指非針對台灣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837 

 

40) 馬習會／習近平：兩岸可解決自己的問題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836 

 

41) 馬習會／台灣盼參與國際 習指視個案處理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841 

 

42) 馬習會／總統：設定目標多數達成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843 

 

43) 馬習會／小酌高粱與老酒 晚宴氣氛愉快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2842 

 

44) 馬習會／馬總統會李顯龍 喝茶敘舊 

http://www.rti.org.tw/m/news/detail/?recordId=232844 

 

專題報導 

 

1) 馬習會創歷史新頁 九二共識成基石 

http://news.rti.org.tw/news/newsSubject/?recordId=858 

 

2) 馬習會／學者：兩岸想善意互動 要展現彈性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651 

 

3) 馬習會／創兩岸歷史 選情無關鍵影響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913 

 

4) 馬習會／兩岸里程碑 細膩平衡美中台互動 

http://news.rti.org.tw/news/newsSubject/?recordI d=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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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新聞 

 

1) 馬習會 行前國際記者會

http://video.rti.org.tw/media/detail/?recordId=621 

 

2) 馬習會行前國際記者會 媒體自由提問-上

http://video.rti.org.tw/media/detail/?recordId=622 

 

3) 馬習會行前國際記者會 媒體自由提問-中

http://video.rti.org.tw/media/detail/?recordId=623 

 

4) 馬習會行前國際記者會 媒體自由提問-下

http://video.rti.org.tw/media/detail/?recordId=624 

 

5) 馬習會總統飛機上與記者互動寒喧

http://video.rti.org.tw/media/detail/?recordId=625 

 

6) 馬習會 總統專機幻象 2000 護航 

http://video.rti.org.tw/media/detail/?recordId=626 

 

7) 馬習會 兩岸領導人緊握雙手創造歷史一刻

http://video.rti.org.tw/media/detail/?recordId=627 

 

8) 馬習會／啟程赴星 總統：心情平靜 

http://video.rti.org.tw/media/detail/?recordId=628 

 

9) 馬習會 返航班機總統與記者談話全紀錄 

http://video.rti.org.tw/media/detail/?recordId=629 

 

10) 馬習會 會後我方記者會 

http://video.rti.org.tw/media/detail/?recordId=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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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馬習會 會後陸方記者會 

http://video.rti.org.tw/media/detail/?recordId=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