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 51 期

第 51 期

● 年金改革，從所得替代率 60%談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 用數位軟實力划向新南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 新形勢下的兩岸關係及未來展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 2016「六都市長就任兩週年施政滿意度暨主要

     政治人物好感度民調」解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ISSN 2219-5742

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

2017 年 2 月



2

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承蒙各界先進不吝指教，各位的意見是驅動我們繼續努力

的原動力，來自您的每一項建議與鼓勵，我們都深表感激。本月通訊專文邀請各界

專家，針對年金改革、新南向政策、兩岸關係及六都民調等議題觀察綜覽。

民進黨政策會資深專員黃玫玲在〈年金改革，從所得替代率 60% 談起〉一文分

析，政府投入軍公教退休制度高額的經費，105 年度政府總共編列 3,108 億元，其中

含 18% 優存 778 億元，及 84 年以前的舊制年資 1,644 億元，相較於新制退休金由

軍公教與政府相對提撥，更為不合理，日前銓敘部精算舊制年資，若不改革，未來

30 年政府要付出 1.62 兆，恐壓垮台灣未來。 

台灣經濟研究院南台灣辦公室主任高仁山於〈用數位軟實力划向新南向〉一文

分析，在新南向的戰略思維下，我國可吸引東協來的移創（相較於過去東南亞來的

移工，吸引東南亞創業者來台創業）橋接東南亞數位文創的利基市場，除可引進各

種不同的數位文化及應用來衝擊台灣的社會，並依此做為我國內需市場的延伸。相

信，這樣的合作模式，將可以為台灣帶來更多的市場與發展機會。

台北市立大學民調與政策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吳瑟致在〈新形勢下的兩岸關係

及未來展望〉一文分析，中國對台思維仍處於不穩定的階段，在中共十九大召開之

前，相關對台系統人事的變動，都涉及中共內部政治權力的佈局。過去，我方已釋

出許多善意，未來重啟兩岸交流，關鍵仍在中方的態度，當前國際情勢錯綜複雜，

我方更要重視兩岸關係、中國情勢的研析，深入探究中國對美國及亞太地區的影響

力評估，方能有完整且正確的交流及談判準備。

智庫編輯部〈2016「六都市長就任兩週年施政滿意度暨主要政治人物好感度民

調」解析〉一文分析，據 2016 年 12 月 20 日新台灣國策智庫公布台灣民眾對於六

都整體觀感，調查顯示新任桃園市長鄭文燦滿意度最高，台中市是第一名「宜居城

市」。政治人物「好感度」前五名分別是陳菊、賴清德、林佳龍、柯文哲與蔡英文。

最值得關注的是柯文哲即便施政績效不彰，六都市民對其好感度超過蔡英文總統。

政治人物若要翻轉施政印象，則民眾須給予多點耐性與時間。

 
台灣為島嶼國家，在全球化的 21 世紀更應具有宏觀視野，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

專文希冀提供國人海內外的重大事件評析，亦提供國際友人來自台灣的觀察視野，

敬請各界先進不吝指教並來信 info@braintrust.tw，謝謝您。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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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改革，從所得替代率 60%談起

世代焦慮的碰撞，退休年金 6萬，工作
薪資 3萬

軍公教團體不斷地訴說，政府應

依照制度承諾，持續給予現行的年金給

付，大致是公務員平均每月是 56,383

元，公立教師是 68,052 元，否則房屋

貸款無法支付、過年見到孫子給不出壓

歲錢傷心！或許是軍公教團體預期著，

年金改革之後所得替代率將大幅減少，

所產生的集體恐慌心理。年金改革另一

個鮮明的場景是年輕世代的呼聲，年輕

人認為：「年金制度若不改，或是改

得不夠多、不夠快，那麼我們就領不

到！」當下年輕世代的低薪問題嚴重，

大學生畢業後第一份工作薪資 104 年是

27,655元，盼望成家立業，已經不容易，

若要負擔軍公教來自稅收的年金，肩頭

必然更為沉重。

台灣有共同的未來，年金制度跨越世代

年金制度的繳費與給付橫跨 30 至

40 年，而且每一個家庭，都有不同職業

與年齡的成員，年金作為一個社會共同

體的基礎，從個人、家庭，到國家制度，

若是僅僅焦慮個別受損程度，那麼心理

上的封閉，無法傾聽不同世代與職業的

心聲，那麼恐慌將持續蔓延，並且成為

彼此指摘的箭頭。然而，若是彼此能夠

看見每一張年金的臉孔，穿越眼前 3 年、

5 年的時間向度，將會開啟年金改革的

真正契機。

所得替代率 95%，甚至超過 100%，已是
過度保障

年金制度是一個計算給予多少錢才

合理，以及誰來分擔財務的老年經濟安

全制度。國家建構的公共年金體系，目

的在於維持國人的老年基本經濟生活，

在現行制度下公教年金的所得替代率，

若以本俸兩倍為分母計算，所得替代率

高達 90 至 95%，若以實質所得為分母

計算，則超過 100% 的所得替代率，這

是過度的保障，而非維持基本生活的合

理水準。

所得替代率 60%，足以維持老年生活無
虞

換言之，公教退休領得比工作時還

要多，或是十分接近，顯然並不合理。

黃玫玲
民進黨政策會資深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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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先進國家的年金改革，相當程度是

在反映國家總體發展的需要，面對人口

老化、稅率下降，及財政困窘，全球相

類似的環境，要維繫年金制度的公平與

永續，所得替代率的下降，成為必要的

選擇，許多國家從 1990 年代開始啟動改

革，所得替代率已從 70 至 80%，下降

到2015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國家平均的 50 至 60%。年金改革應效

仿先進國家，所得替代率在 60% 左右，

這也是政府所提出的版本，公教人員將

從 95%，甚至超過 100%的所得替代率，

逐年下降至 60%（公教本俸兩倍計算

60%，實質薪資計算 70%），這應能夠

維持老年生活無虞。

政府版本 60% 的所得替代率，估

計改革之後，多數公教人員每月約減少

1 到 2 萬元，每月年金給付仍有約 5 萬

元。全部受雇者所得最中間的中位數，

薪資 104 年是 40,853 元，也就是說，即

使改革之後，公教人員的年金給付，尚

高於一半的受雇者薪資。在 60% 所得替

代率，確保退休生活有尊嚴的情況下，

改革應該加速，讓破產年限再往後延，

好使年輕人對制度的永續更有信心。

改革最不合理的制度，加速年金制度的

公平性

政府財政資源有限，所有的預算都

來自全民繳納的稅收，國家必須盡可能

公平的照顧每一個人。政府投入軍公教

退休制度高額的經費，105 年度政府總

共編列 3,108 億元，其中含 18% 優存

778 億元，及 84 年以前的舊制年資 1,644 

億元，這兩筆政府預算所給付的退休金，

都是由稅收來的，相較於新制退休金由

軍公教與政府相對提撥，更為不合理，

日前銓敘部精算舊制年資，若不改革，

未來 30 年政府要付出 1.62 兆，若讓下

一代來負擔，豈不是壓垮台灣的未來。

況且，公教人員今天之所以高達

95%，甚至超過 100% 的所得替代率，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優存利率、舊制年資，

再加上退休新制所堆疊而成。這是一個

政府財政資源配置，極度不合理的問題，

政府公共財政的資源分配，能夠引導年

金改革的價值理念，也能夠創新年金制

度的內涵，年金改革應是改變最不合理

的制度，並且，加速提高公平性，讓年

金制度成為穩定整體社會的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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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數位軟實力划向新南向

全球迎戰數位經濟藍海

面對數位經濟發展的趨勢，各國紛

紛將數位政策納入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

策略，數位經濟浪潮也將促使全球產業

格局翻轉，例如：新加坡提出「智慧國

度計畫」，發展智慧物流、物聯網、擴

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等產業；

美國提出「美國國家創新戰略」，推動

智慧製造、智慧汽車、智慧城市、數位

教育；荷蘭提出「數位議程」、英國的

「數據能量計畫」，日本的「智慧日本

計畫」等，皆為積極建設高速寬頻基礎

設施，發展電子化政府及開放資料，鼓

勵企業智慧化治理，解決社會問題，並

積極培育數位人才。為了與先進國家競

逐，自 2002 年起，我國政府將「數位內

容產業」列為具有高度成長潛力的產業，

同時順應世界數位經濟時代的崛起，積

極擬訂相關發展計畫，2017 年推出「數

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預計八

年內投入經費逾 1500 億新台幣，發展主

軸為數位經濟躍升、創新應用基礎環境、

數位政府、智慧城鄉、網路社會等，預

估至2025年數位經濟規模之效益可達6.5

兆元。

台灣過去以來偏重生產資訊硬體設

備，但是在軟體、網路、教育及應用方

面，一直只處於被動及模仿階段，談不

上真正創新。台灣內需市場雖小，但網

際網路本質就是連結全球市場，台灣經

濟未來必定要大幅依賴以網路為基礎的

跨境貿易及服務。台灣要邁向數位經濟，

首要關鍵就是法律及經營環境上的大幅

度翻修，讓經營者及創新者的投入可以

實質得到收穫，不被過時法規給綁住；

其次是要招納各種不同的數位文化及應

用來衝擊台灣的社會，讓大眾能對數位

化應用習以為常。

「新南向政策」划向數位藍海

在全球興起數位經濟的潮流下，東

協各國政府也紛推創業政策，用國家資

源扶植創新創業產業，馬來西亞政府成

立馬來西亞全球創新與創意中心 MaGIC

（Malaysian Global  Innovation & 

Creativity Centre）；菲律賓的科技與通

訊技術部門發起新創政策，計畫在 2020

高仁山 
台灣經濟研究院南台灣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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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培育出 500 個估值總共 20 億美金的科

技新創團隊，打造菲國新創生態圈；越

南在 2013 年推出「矽谷計畫」，輔助團

隊至矽谷見習發展，再將矽谷經驗耕耘

本地創業生態；遑論新加坡，號稱東南

亞以色列的東南亞市場跳板，擁有完整

的創業生態體系，政府斥資 10 幾億美元

建構強健的創業生態圈，給予新創公司

優惠的稅務減免，對有潛力的創投投資

認購 85% 的資金，挹注創業資金活水，

因此許多新創公司選擇新加坡作為前進

東南亞的基地。而東南亞國家（除新加

坡外）數位經濟才剛開始起步，連基本

的網路設施都還處於落後階段，然東協

國家已開始重視數位經濟產業，以東協

目前經濟起飛的速度，網路硬體設備很

快就能迎頭趕上其他已開發國家。

我國亦推動了「新南向政策」做

為我國對外經貿外交的重要政策，新南

向有「走出去」及「引進來」兩個維

度，台灣產業界、甚至是政府應逐漸改

掉以投資帶動出口的想法，也就是到當

地投資設廠只是要利用低廉的土地、環

境與人力成本，進行低技術密度的代工

及製造活動，且不會進行「在地化」

（localization）技術轉移，更不會與當

地一同成長、收獲與承擔，是「遊牧民

族」式的逐廉價資源而居。對比「走出

去」的策略維度，「引進來」在現階段

更為可行且有立即效果。

政府新南向的有限資源，應該更大

部分投注在建立台灣的軟實力與非貿易

財，優化投資經營環境，並設立創投基

金。以此為誘因，鼓勵東南亞優秀人才

與團隊來台創業，或來台尋求技術合作

與經營夥伴，甚至更好的是設立合資公

司，經營雙方或多方的共同市場。在新

南向的戰略思維下，我國可吸引東協來

的移創（相較於過去東南亞來的移工，

吸引東南亞創業者來台創業）橋接東南

亞數位文創的利基市場，除可引進各種

不同的數位文化及應用來衝擊台灣的社

會，並依此做為我國內需市場的延伸。

相信，這樣的合作模式，將可以為台灣

帶來更多的市場與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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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無視我政府的友善態度

去（2016）年蔡英文總統在就職演

講中提到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提出「承諾

不會改變、善意不會改變、不會在壓力

下屈服，更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的新

四不政策。此外，陸委會針對「兩岸替

代性共識」表示政府將會審慎研究兩岸

共尋解決之道；於近日，蔡總統呼籲兩

岸共同擘劃「互動新模式」。

直至今日，中國並沒有善意的回應，

卻不斷傳達嚴厲的言詞批判，要求台灣

要遵循「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價值。

520 之後，中國專斷蠻橫終止兩岸官方

交流，不願善意理解我方立場，尤其在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中方透過打壓

台灣的國際空間及軍事威脅來反制川普

對「一中政策」的態度；相較於我方極

為低調不過分張揚的態度，北京仍不斷

威嚇台灣，對台極度不友善。

軟硬兼施的對台策略不變

其實，面對台灣政局的改變，早在

2014 年太陽花學運時，中國早有心理準

備；只是，讓中國傷腦筋的是，長期以

來對台的優惠政策不可勝數，但台灣民

眾的心卻不因此買單，這幾年來台灣民

眾的自我認同節節攀升，其中，又以 20

歲至 29 歲年輕族群自認台灣人的比率最

高，令中國實在難堪。

去年台灣總統大選後，中國官方

媒體拋出「武統民調」的新聞報導，表

面上看似中國民眾對兩岸統一的強硬立

場，但實際上凸顯對台統戰工作績效不

彰的無奈與恐慌，不過，武統民調的報

導在三日後被高層要求撤下。當然，北

京當局仍大力推動台灣青年到中國創業

的優惠政策，近日多次表達對台商投資

的重視以防止外逃。本質上，中方實則

未脫「軟的更軟、硬的更硬」兩手策

略，日前就傳出中方有意進行個人的政

治意識審查，例如封殺疑有綠營立場的

文化演藝人士、台商政治認同調查等

等，讓許多在中國投資就業的台灣民眾

人心惶惶。

新形勢下的兩岸關係及未來展望

吳瑟致 
台北市立大學民調與政策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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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操舊業拉藍打綠差別對待？

中國為了維持可控的兩岸互動，採

取「藍綠差別對待」的策略，去年藍營

縣市首長進京朝貢，組成「藍 8 縣九二

共識團」便是一個實例，嗣後中國以踩

線團造訪這些「友善城市」，一方面對

「友黨」有個交代，二來試圖告誡綠營

縣市，重操「拉藍打綠」的舊業，猶如

回到 2005 年的時空背景，只是，台灣民

眾早已對統戰無感。值得關注的是，近

年來，傳出習近平有意檢討對台系統的

整治，但卻受制於兩岸利益的錯結盤根，

此與黨政權力因素有關。

事實上，去年中國對台策略有反

覆變動的亂象，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去

年初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提到「憲法說」，爾後傳出在

2011 年任國台辦主任時曾提出若民進黨

不承認「九二共識」，中方可就「新理

解」進行討論；只是，「憲法說」提出後，

中方並沒有進一步的論述。無獨有偶，

蔡英文總統的就職演說出爐後，時任中

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周志懷隨即表示，

中國認為這是善意且是相向而行的一步；

然而，數小時內，國台辦不談善意，反

而以更為強硬的說辭回應。

如何重啟兩岸交流，難矣

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是中國對台的重

要智庫，相關發言具代表性。2016 年下

旬周志懷公開表示「不反對在九二共識

之外，建立具有創造性的替代性共識」，

且具體提出「進行智庫對話」、「找到

接觸新辦法」等建議；但是，因為蔡川

通話、川普檢討「一中政策」等事件，

再也沒有新的論述。

2017 年 2 月周志懷屆齡退休，由專

研美國外交政策的楊明杰接任；縱然對

台思維仍處於不穩定的階段，且過去有

太多「寧左勿右」的投機言論，但是，

在今年下旬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相關

對台系統人事的變動，都涉及中共內部

政治權力的佈局，攸關兩岸關係的未來

發展，需要持續觀察。

過去一年，我方已釋出許多善意，

未來重啟兩岸交流，關鍵仍在中方的

態度，當前國際情勢錯綜複雜，我方

仍要重視兩岸關係、中國情勢的研析，

深入探究中國對美國及亞太地區的影

響力評估，方能有完整且正確的交流

及談判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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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台灣國策智庫於 2016 年 12 月 20

日召開區域治理研究系列之「六

都市長就任兩週年施政滿意度暨主要政

治人物好感度民調」趨勢調查發佈記者

會，本次記者會解析台灣民眾對於六都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

台南市、高雄市）整體觀感，包括對市

長滿意度、對市政進步度議題等。

趨勢民調公司總經理吳世昌分析民

調結果指出，新任的三位市長來看，桃

園市長鄭文燦獲得了 59.9% 市民肯定，

20.8% 不滿意，是三位新任市長中，滿

意度最高的。台中市長林佳龍則獲得了

52.5% 市民肯定，24.3% 不滿意，不滿

意度在六都中排名第三；林佳龍在國民

黨與親民黨支持者不滿意比例高於滿意

比例，則是支持率低於鄭文燦的主因。

台北市長柯文哲肩負了市民高度期

待「素人當選」，目前僅 39.3% 市民給

予肯定，44.5% 不滿意，滿意度是六都

市長中對低，不滿意度則最高。值得注

意的是，柯文哲在台北市 40 歲以下、大

學以上學歷者，滿意度高於不滿意度；

年輕人、高教育程度者對柯市長的支持，

或許是未來兩年柯市長重整旗鼓的重要

基礎。

從六都「進步度」來看，桃園市

民認為桃園有進步的比例相對最高，達

61.7%；其次則是高雄市的 61.2% 以及

台中市的 56.7%；至於台北市的進步度

僅 35.6%，在六都中敬陪末座。至於「退

步度」來看，仍是以台北市的 27.2% 比

例最高。

台中市長林佳龍，雖然在滿意度上

沒有進入前三，但台中市已經成為六都

民眾心目中第一名的「宜居城市」。調

查顯示，21.3% 認為台中市是最佳宜居

城市，其次則是台北市的 15.3% 和高雄

市的 15.1%。台中市民有高達 86.5% 認

為台中市是最佳宜居城市，比例為各都

中最高，這顯示絕大多數市民對於整體

生活品質、居住現況是給予肯定；此外，

年輕人相對來說，有高達 28.0% 認為台

中市最宜居，比例也較其他五都為高。

至於政治人物「好感度」，調查發

現，前五名分別是陳菊、賴清德、林佳

龍、柯文哲與蔡英文；林佳龍與柯文哲

在施政滿意度，較鄭文燦為低，但在六

2016「六都市長就任兩週年施政滿意度暨主要政治人物
好感度民調」解析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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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整體好感度上，卻超越鄭文燦甚多，

顯示整體的社會聲望仍高。

最值得關注的是柯文哲即便在台北

市施政績效不彰，六都市民對其好感度

整體來說甚至超過蔡英文總統。柯文哲

若台北市長「連任不利」，是否會思考

直攻 2020，值得外界持續關注。

台北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黃崇哲分

析表示，在此次調查中，六都民眾對於

最適宜居城市的感受以及城市的進退步

程度，對照城市領導人的好感並無直接

的關係。但是，相對的，台北市與台中

市卻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年齡偏好以及學

歷偏好，原因或許在於這兩個城市印象

對照周邊區域較為明顯，也配合不同受

訪者的背景而出現不同的感受。

但值得觀察的，對於城市領導者

的好感度差異，可以分為兩組，包括即

將任滿的新北、台南、高雄，以及新任

的台北、桃園、台中。對於新任者，由

於兩年中仍難有具體的資本項目投資展

現，因此主要的印象來自媒體，以及政

見印象與實際感受的差異。至於任滿

者，則是在於執政成績以及施政印象，

也就是在印象確認後，對照退步情況的

感受，依是高雄、台南到新北。但相對

的，對於新任者，則是強調進度的感

受，所以能夠帶來改變是取得民眾認可

的關鍵。

 另一個可以觀察的就是民眾耐性

與耐心，如果支持者來自於對於政治人

物長久的認知，或許可能給予比較大的

耐性，給予長一點的時間，讓他們有機

會翻盤，包括謝長廷、陳菊在高雄都曾

經有這樣的經驗。然而，如果支持來自

於耐性較低的年輕世代，則用時間證明

的難度就更高。台北市因為大巨蛋爭

議，耗損了柯市長展現進步的機會，而

2017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將是柯市長

滿意度得否翻轉的關鍵，但也期待各領

導者發揮個別團隊專長，為人民創造最

大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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