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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每月邀請各界學者專

家，針對國內外重大事件評析、考究，希

冀提供國人與國際友人來自台灣專業的研

究視角，並為台灣發聲。感謝各位讀者的

支持，您的每一項寶貴建議，都是我們不

斷鞭策自己進步的動力。本期通訊，針對

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效力、美日首腦會

談、朝核危機之信心建立機制等重要議題

分析綜論，並收錄「六都市長就任三年半

施政滿意度暨年底大選評估」民調解析。 

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吳景欽於＜大法

庭真能統一法律見解＞一文指出，最高法

院所建立的大法庭制，由於其見解不及於

個案審判，對於提案庭判決裁定影響效力

有限。唯有大法官與最高法院合一，讓最

高層級的法院具有個案的審判權、違憲宣

告暨統一法律見解之權力，未來終審法院

之判決，才能更為透明並具有預測性。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主任林彥宏於＜美

日首腦會談－川普與安倍之間真有「蜜月

期」！？＞一文指出，高舉美國優先大旗

的川普，以保障國家安全為名，行保護主

義之實。採取正面與美對抗的歐盟、加拿

大與澳洲等國，事後皆排除於課稅名單之

外，唯獨頻頻對美國釋出善意的日本，卻

仍列為重點課稅對象，種種跡象顯示美日

間恐無所謂「蜜月期」。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蘇世岳於＜

朝核危機的信心建立機制＞一文表示，朝

核危機挑戰既有國際關係結構，而當前的

元首峰會仍舊無法突破問題核心。唯有實

現北韓與國際社會間的「信心建立機制」，

確保任何一方現狀不被改變，才可能讓北

韓願意「凍核」、重啟國家工業化，真正解

決棘手的朝核問題。 

5 月 22 日新台灣國策智庫召開「六都市長

就任三年半施政滿意度暨年底大選評估」

民調公佈記者會。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中

心主任吳世昌表示，就趨勢調查而論六都

民眾對於蔡英文總統與行政院長賴清德的

施政表現不滿意度微幅上升。就六都城市

進步感受而論，桃園市、高雄市與台中市

在兩次趨勢調查中，皆名列前茅。凱達格

蘭學校校長金恒煒表示，當前民進黨必須

思考如何號召綠營的凝聚力，並落實政黨

理念與主張，才能夠解決民進黨選民疏離

的危機。前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謝

敏捷表示，台中空污問題涉及國家整體發

展方略，對於台中市長的施政滿意度影響

不大，從數據觀察，可發現台中市民對於

市府積極解決問題的態度給予正向評價。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曾建元認為，

民進黨應儘快在台北市長選戰中推出合適

人選，並清楚的說明對於台北市整體的市

政規劃，這將是未來兩年民進黨政府與選

民建立互信的基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

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曾冠球表示，

未來台北市長選舉若為柯文哲與丁守中兩

人對決，柯文哲支持度將略高於丁守中；

若為三位候選人對決，則民進黨無論派出

姚文智、賴清德或陳菊參選，柯文哲支持

度依舊微幅領先。民進黨必須思量柯文哲

勝選的意義為何？究竟是政黨理念與選舉

成敗的取捨，還是政治理想與政治現實的

兩難，這是選前不得不審慎評估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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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庭真能統一法律見解 

 
 

 

吳景欽 

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台灣，同一刑事案件，常會於各審級

間於有罪、無罪間擺盪，致為人所詬

病。甚至，現任的司法院長許宗力，更曾說

出司法有如月亮般，初一、十五不一樣的心

痛與感嘆。故於今年初，司法院就提出法院

組織法、行政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而將於

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設立各十一人的

民事、刑事、行政大法庭，除院長為當然庭

員，並由其指定一位庭長為審判長外，其餘

九人則由法官票選產生。藉由大法庭的統一

法律見解，即降低相類似案件，卻因法官不

同的差別對待。惟藉由大法庭之設置，果能

改變司法有如月亮陰晴圓缺之現狀，卻值得

懷疑。 

根據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51 條

之 2 第 1 項，最高法院各庭於評議所採的法

律見解，若與先前裁判不一致時，就可以裁

定敘明理由，來向大法庭提案。惟依據同條

第 2 項，各庭在提案前，須先徵詢其他庭之

意見，他庭應在三十日內回復，若有表達維

持先前見解者，表示確實存在法律見解歧異，

才得以裁定向大法庭提案。如此的規範，雖

是基於大法庭資源有限，致須有效利用之目

的，卻也帶來程序之延宕，尤其他庭，是否

會為了省下寫回復書之煩，致逾期不回復，

而視同維持先前裁判之意見，並因此使大量

案件湧入大法庭，實未可知。 

而一旦提案於大法庭，依照法院組織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第 51 條之 8，必須開啟言詞辯

論，且因涉及法律的高度爭議，就須採取律

師強制辯護或代理制度，必要時，還得選任

專家為法律鑑定人。而在言詞辯論之後，依

據草案第 51 條之 9，必須於三十日內，以裁

定載明主文、理由及不同意見，一併公布。

凡此規範，實可一改最高法院不常開庭之陋

習，致能拋開秘密審判之污名。 

只是讓人不解的是，如此大費周章開啟之程

序，因此產生的裁判，卻不能馬上及於聲請

之個案，而仍得由提案庭，根據大法庭的法

律見解來為判決。雖然，根據草案第 51 條

之 10，提案庭有受裁定拘束之效力，但在大

法庭非對具體個案為審判下，其所表達的統

一見解，能有多少約束力，也得打個大問

號。 

以受賄罪來說，是否屬公務員的職務行為，

乃為貪污對價成立與否之關鍵。而司法實務

一直將職務行為採取廣義解釋，只要是公務

員應為或得為之作為皆包括之。從此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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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職務範疇，不僅包括核心業務，也包括

附隨業務，也不管是抽象權限，還是具體權

限，只要屬於此範圍的舉措，即便非其法定

執掌權限，亦屬之。 

只是於 2006 年 7 月 1 日以後，由於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關於公務員，採以具有法定職

務權限者為界定，也連帶影響受賄罪職務行

為之認定，也須由原來的廣泛無邊，走向以

較為具體的法定職權為標準。只是從前總統

陳水扁的龍潭購地案與二次金改案裡，最高

法院對於職務行為，又以內容極為飄忽不定

的實質影響力說為立論，就使職務行為的爭

議更為紛亂。 

面對職務行為的認定，採法定職權或實質影

響力之分歧，就使同一案件於各級法院，如

林益世案件，會出現第一、二審的不同見解

與判決。而原本預期最高法院，能於林益世

案來統一法律見解，惜至現今，卻遲遲未有

所動。故若大法庭於近期內實施，則於最高

法院擱置已兩年的林益世案，就必成為首波

提案之焦點。 

而如果在言詞辯論後，大法庭無論採取採實

質影響力或者法定職權說，卻因與個案脫勾，

致不可能詳細說明如何具體適用，就使實質

影響力之界定，繼續沈浸於虛無飄渺之中，

最高法院各庭，仍可能依自己的理解來各自

解讀、各自表述。這與現在採取判例或刑庭

決議來統一法律見解的方式，恐僅是五十步

與百步之差別。 

也因此，於最高法院建立大法庭制度，並試

圖統一法律見解，實屬緣木求魚之想法與作

法。正本清源，應是回到 1999 年的司改會

議決議，即將大法官與最高法院合一，讓最

高層級的法院，既具有個案的審判權，又具

有違憲宣告與統一法律見解之權力。若不從

此源頭下手，僅是小幅度、不痛不養的改革，

就使台灣司法像月亮之譏諷，一直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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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首腦會談－川普與安倍之間真有 

「蜜月期」！？ 

 
 

 

林彥宏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主任 

 

 

018 年 4 月 18 日（美國時間），美日兩

國首腦在佛羅里達州，川普總統的別墅，

馬阿拉歌莊園內 (Mar-a-Lago) 共同召開記

者會。美日兩國從川普總統上台後，透過幾

次的高球聚會，在外表現如膠似漆，恰似新

婚的「蜜月期」。例如︰在安全保障上，共

同維護西太平洋的安全等，彼此有了共同的

共識。但在川普總統發布貿易制裁，把日本

列入鋼鐵、鋁製品課稅的名單後，兩國之間

的關係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川普總統希望美國在貿易上對日本的赤字

能夠縮小，川普總統提到「美國與日本之間

存在著巨額貿易赤字的問題」、「一年約

690~1000 億美金之間，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

字」，若「美日之間，若有新的共識，關於

鋼鐵、鋁製品關稅的問題將會被進行討論」。

此語暗示，若要請美國把日本從名單上拿掉，

安倍首相似乎要端出更好的菜色來滿足川

普總統及美國人的需求。美日的「蜜月」關

係似乎變質成「朝貢」關係。 

關於鋼鐵、鋁製品進口到美國的關稅，這是

美國為了保護國內產業所提出的一個緊急

應對政策。基於美國通商擴大法 (Trade 

expansion act) 232 條，因鋼鐵、鋁製品的進

口到美國的數量增加，對於美國的安全保障

造成若干的影響，將對鋼鐵、鋁分別課予

25%及 10%的關稅。 

世界貿易組織 (WTO)，針對美國此項政策

提出嚴重批評，若是在安全保障造成若干的

影響，或許在緊急狀態可以認同該項政策，

川普政權這樣作法是不合理。4 月 18 日川普

總統本人也證實，其實會對鋼鐵、鋁製品課

予關稅在於「美國整體的貿易赤字超乎大家

想像」。當然川普總統提出該政策，不僅世

界各國反對的聲浪不斷，就連擔任美國國家

經濟會議 (NEC) 議長的蓋瑞寇恩 (Gary D. 

Cohn) 也強烈反對，結果造成蓋瑞寇恩不得

不辭去議長一職。 

歐盟 (EU) 委員會主席，尚・客勞德・榮克 

(Jean-Claude Juncker) 批評︰「為了保護美

國的鋼鐵業，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此舉是

不具正當性的」、「不當的政策對我們的產業

造成打擊，不應該袖手旁觀」，必須採取報

復手段。加拿大的外交部長：「我們絕對無

法接受」、「對於加拿大的國家利益，會迅速

採取對應方式」。中國表示：「美國在做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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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事情，中國會採取必要的措施，保障

自己合法的利益」，並對輸入到中國的美國

產品課予關稅。 

反觀日本，安倍政權呈現出軟弱無能。管義

偉官房長官及世耕弘成經濟產業大臣，只表

示出遺憾。世耕大臣表示「從日本出口到美

國的鋼鐵、鋁製品不可能對美國的安全保障

造成不好的影響」，希望美國能夠把日本從

課稅的名單上剔除。然而日本政府，對於川

普政權提出的鋼鐵、鋁製品課予關稅的保護

主義政策，從不敢正面批評，只是重覆要求

美國把日本從課稅的名單上剔除。 

但是對美國的鋼鐵、鋁製品課予關稅的政策

進行批評，將採取對抗措施的歐盟及加拿大，

澳洲等，結果從課稅名單上被剔除。日本在

美國的主要同盟國之中，唯一在鋼鐵、鋁製

品上被課予關稅。很清楚地，川普政權希望

日本政府在貿易上，尤其在汽車產業做出讓

步。特別是川普總統在面對記者提出的問題

指出：「每年對日本最低至少 690 億美金的

貿易赤字。日本每年出口到美國的汽車有數

百萬台，我們也沒有課予關稅。美國也沒有

把產品出口到日本，雖然還有其它及貿易壁

壘的事情。因為有這樣的事情存在，首相與

我將會在短期間進行討論」。 

當主要的媒體在報導川普總統與安倍首相

的關係時，都稱彼此為「蜜月期」。但是這

次美日首腦會談中，美國並沒有把日本從鋼

鐵、鋁製品制裁名單上剔除，以及日本主動

提出，要求美國重返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美國的態度表現冷漠，反而希望優先

進行「2 國間的談判」，種種跡象顯示彼此間

並沒有所謂的「蜜月期」。而在 2017 年 11

月，雙方的首腦會談中，可看出川普總統把

安倍首相當作部下在使喚。當然，日本是不

是能夠像歐盟及其它國家對美國能夠正面

的碰觸問題，不拐彎抹角。這關係到今後美

日在貿易上談判時，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

那時就可了解到，川普總統與安倍首相之間

的信賴關係程度有多深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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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朝核危機的信心建立機制 

 
 

 

蘇世岳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 

 

 

核危機的峰迴路轉，讓許多國際關係

理論家急著在眾多理論中找出說法。

從 2006 年首次到 2017 年的第六次核試，北

韓甚至還完成了洲際彈道飛彈的試射，韓半

島一度成為廿一世紀東北亞地區和平與穩

定最大的變數。然而，劍拔弩張之際，北韓

領導者金正恩卻突然兩次密集造訪中國，並

且與南韓總統文在寅舉行了會晤，接下來更

將與美國總統川普會面，一瞬間，金正恩彷

彿又成了「和平的締造者」。目不暇給的快

速變化，不但困惑世人的眼光，也對既有的

國際關係權力結構提出挑戰，首腦間的高峰

會談真的能突破多年「六方會談」（由南北

韓、日本、美國、中國和俄羅斯，針對朝核

問題所進行事務性層級會談）的困境，或許

「信心建立機制」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的落實，恐怕才是難題的解決之

道。 

朝核問題的本質並不複雜，追根究柢就是

「援助換棄核」。1994 年的「朝美核框架協

議」(DPRK-U.S. Nuclear Agreed Framework) 

早已經點明，只要國際社會願意提供足夠的

重油和兩座輕水反應爐，北韓將不會進行核

武器的開發。然而，美國總統面對國會的壓

力（共和黨的國會始終反對這項方案），多

方推遲對於北韓的承諾，這雖然是民主政治

決策上的常態，但對北韓來說，卻是對於國

際協議的公然違反：如果作為霸權的美國都

無法信守承諾，北韓作為一個小國，又為何

要率先放棄手中僅有的武器呢？也因此，朝

核問題就在交相指責的過程中，落入「試驗

-制裁-再試驗-再制裁」的惡性循環中，這也

一步步墊高了要求北韓棄核的成本，同時也

引導出另一個問題，誰應該負擔要求北韓棄

核所帶來的經費支出呢？ 

當前元首高峰會談的內容，實際上並未觸及

到朝核問題的核心。接觸、交往當然有助於

緩和緊張的情勢，但這不必然代表朝核問題

已經找到解決方案，做為一個擁核的社會主

義國家，金正恩表示，北韓勞動黨的新戰略

路線是走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道路，

而北韓再啟工業化的關鍵就是擁有穩定且

充足的電力供應。截至目前為止，各方的言

論卻僅在於營造良好的氣氛，但如何援助來

讓北韓「凍核」，讓北韓走上經濟發展的道

路，實際上根本沒有觸及，也沒有國家願意

主動提出。換言之，「六方會談」的困境依

舊擺在眼前，而寄望高舉「美國優先」，費

心於調整中美貿易逆差的川普總統，說服共

和黨的國會撥款援助北韓，恐怕也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既然如此，朝核問題的出路在哪裡，「信心

建立機制」的落實或許才是應當走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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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建立機制」的提出，最早是冷戰時期

親美的北約國家集團，為了避免與親蘇聯的

華沙集團，因誤判而引爆核子大戰所提出。

「信心建立機制」不是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

但卻是跨出問題解決有效的第一步。「信心

建立機制」的目標是，要讓各方行為者間的

行為具有可預測性，具體的方法就是要讓彼

此間的「訊息充分交流」，而所提供的訊息

必須要具備「可檢證性」，特別是在有關軍

事裝備種類、數量，與軍事人員的移動上。

現階段要求國際社會在沒有任何信心的基

礎上提供北韓經濟援助，並不實際；而北韓

也很難在沒有國際保證的情況下主動棄核。

因此，「信心建立機制」的落實要能確保任

何一方的現狀不會被改變，這就使得美國必

須正視北韓擁有核武器的現實，而北韓也必

須要讓第三方人員能重回北韓，檢視相關的

核武器設施。當累積足夠的善意後，國際社

會即應放鬆對北韓的經濟制裁，而北韓也應

該放棄西方國家政府開發援助的幻想，主動

開放引進國際私人資本，在融入國際經濟體

系的過程中，藉由互賴、互信才能為韓半島

的和平帶來一線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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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市長就任三年半施政滿意度暨年底大選 

評估」民調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 

 

 

台灣國策智庫於 2018 年 5 月 22 日召

開第四次區域治理研究系列「六都市

長就任三年半施政滿意度暨年底大選評估」

民調公佈記者會。本次調查分為五大部分，

包含總統與行政院長滿意度、六都民眾心目

中的宜居城市與對所居城市的進退步感受、

六都民眾對六都首長滿意度與主要政治人

物的好感度、六都首長年底選舉支持度，以

及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民對年底首長選

舉的看好度。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中心主任吳世昌表示，

就六都民眾對於蔡英文總統施政滿意度而

言，滿意度為28.8%、不滿意度為50.0%，相

較於2017年12月的趨勢調查結果，不滿意度

上升4.5個百分點。而行政院長賴清德的施政

表現有39.3%的民眾感到滿意、39.0%民眾感

到不滿意，不滿意度上升比例為6.0個百分點。

關於六都民眾心中的宜居城市，台中市連續

四次蟬聯六都宜居城市之首，其次為台北市

17.0%，第三為新北市13.9%。六都民眾對於

所居城市的進退步感受，整體而論有47.5%

民眾認為所居城市和過去三年差異不大。就

進步比例而論，桃園市、高雄市與台中市兩

次趨勢調查結果皆列六都前茅，其中61.3%

桃園市民眾認為桃園市是進步的，台中市與

高雄市分別為39.5%與41.2%。就六都市長施

政滿意度而論，桃園市長鄭文燦施政滿意度

為66.7%，居六都之冠，並獲得藍綠支持者

相當高的比例支持；其次為台中市長林佳龍

55.7%，其中逾九成民進黨支持者感到滿意，

時代力量支持者亦有76.7%滿意度，不過國

民黨與親民黨的不滿意度偏高。值得注意的

是，各政黨傾向支持者對於台北市長柯文哲

不滿意度偏高，已突破四成，可視為選舉重

要警訊。 

六都民眾對主要人物好感度調查結果，前四

名分別為侯友宜(50.2%)、柯文哲(48.5%)、賴

清德(47.9%)，以及林佳龍(43.8%)。值得注意

的是，侯友宜在獲得國民黨提名後好感度大

幅增加，尤其國民黨、親民黨支持者對侯友

宜好感度相當高，而民進黨支持者傾向對賴

清德有好感，時代力量與不偏任何政黨傾向

的支持者，則對柯文哲好感度較高。關於六

都民眾對於年底首長支持度，新北市侯友宜

以44.3%支持度領先蘇貞昌30.7%，而就台北

市而論，若為藍白對決，柯文哲將以41.3%

支持度領先丁守中的36.1%。倘若民進黨推

派人選，陳菊與賴清德可拿下逾兩成的選票，

而藍綠選民選票回流態勢將趨於明顯。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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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桃園市的部分，鄭文燦以61.4%支持度大

幅度領先陳學聖的17.8%；台中市則由林佳

龍以43.0%支持度贏過盧秀燕的32.2%；台南

市長的部分，黃偉哲則以42.3%支持度領先

高思博的18.7%和許忠信的8.4%。高雄市的部

分，陳其邁以52.0%支持度贏過韓國瑜的

21.0%。 

凱達格蘭學校校長金恒煒表示，520為蔡英

文總統就任兩週年，民眾對於蔡英文總統不

滿意度過半，其中民進黨的支持者對於蔡英

文總統與行政院長賴清德的不滿意度分別

為兩成與一成，值得觀察。而在六都選舉當

中，若單獨以台北市而論，從調查數據中可

以發覺柯文哲吸票能力強且民進黨的選民

對於民進黨有疏離感，民進黨必須思考的問

題係政黨政治是否面臨危機？民進黨支持

者的忠誠度與熱情是否消退？唯有政黨理

念與主張能在政策落實、讓支持者引以為榮，

才能夠解決民進黨當前選民疏離的危機。 

前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謝敏捷認

為，台中市作為六都宜居城市之首，每年有

兩萬人移居，這並非所謂台北市外溢效應，

而是與城市的生活機能、就業機會，以及交

通福利本身有關。就選舉評估而論，需著眼

於政黨、候選人與政績三個面向觀察。在政

黨方面，台中市藍綠兩黨的選民比例正在縮

小當中，而中間選民的比例正在增加。若從

候選人的特質而論，台中市作為一個國際大

都會，以現任台中市長的學經歷、無論是在

中央與地方的服務經歷，抑或是國內外的歷

練，對選民皆有相當的吸引力。最後就政績

而論，六都當中除了台北市因為提名問題，

有較多政治因素考量，其他五都市民對於實

際施政治理相對重視。而經常為眾人討論的

台中空污問題，從本次民調數據觀察而論，

影響不大。基本上台中市民認為空汙問題並

非單一城市問題，而涉及國家整體的發展，

因此對於市府積極努力解決問題的態度，給

予正向的評價。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曾建元指

出，就全國人物的好感度與六都市長的施政

表現而論，除了賴清德院長過去在台南市的

表現非常傑出，林佳龍將台中經營為國際城

市、台灣第二首都，大大提升了其施政視

野。在長期的經營之下，台中藍綠的政治板

塊已逐漸變動，亦可看出林佳龍慢慢攀升的

政治前景。由此可見，民進黨未來可能為林

佳龍與賴清德的時代。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柯文哲的施政表現於六都當中並不突出，對

於兩岸一家親的說詞反覆，卻相當受到年輕

選民的支持，顯見年輕人對於過去藍綠惡

鬥、統獨議題的感受並不深刻。基本上，民

進黨在台北市是否禮讓柯文哲已不再是問

題，民進黨當前應儘快在台北市長選戰中推

出人選，並且清楚說明對於台北市整體的市

政規劃，這將是未來兩年內民進黨政府與選

民建立互信的新基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

系副教授曾冠球表示，就六都市長選舉支持

度與主要人物好感度而論，首先值得注意的

是新北市長選舉，蘇貞昌目前落後於侯友宜，

若進一步從數據分析而論，蘇貞昌應優先擴

展對女性、年輕世代與六十歲以下的中壯世

代，以及中高教育程度選民票源的爭取。其

次為台北市長選舉，未來若為柯文哲與丁守

中兩人對戰，柯文哲支持度將略高於丁守中；

若為三位候選人的對戰組合，則民進黨無論

派出姚文智、賴清德或陳菊參選，柯文哲支

持度依舊微幅領先。柯文哲游走於藍綠兩黨

之間，民進黨持續尋求白色力量的合作，對

於柯文哲身為政治素人的立基而論是有益

的，但是民進黨必須思量柯文哲勝選的意義

為何？究竟是政黨理念與選舉成敗的取捨，

還是政治理想與政治現實的兩難，這可能是

民進黨當局在年底這場選戰中，選擇「自有

品牌」或「借殼上市」不得不審慎評估的問

題。（葉儒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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