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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敬愛的讀者女士、先生您好！五月是一個喜

悅與感激的時節，凱達格蘭基金會在本月份順利

舉辦年度感恩募款餐會，感謝您的熱情支持與蒞

臨指導，期待您明年一定要再度光臨，現場欣賞

創辦人阿扁總統感人的歌聲；阿扁總統的口述歷

史回憶錄「堅持」，也在本月份隆重出版，受到

各界好評以及踴躍認購，謹在此感謝您珍貴的友

誼與愛心。 

  為了強化對鄰國日本的政經研究，新台灣國

策智庫新聘客座研究員坪田敏孝，所撰「人口減

少趨勢下的日本經濟結構改革」文中指出，日本

的景氣低迷，除了金融和財政政策以外，還有其

他重要原因。主要的是日本的人口減少和高齡

化，針對人口減少和高齡化招致的 GDP 成長下

降、縮小的對應，大衛・阿特金森提出出口增

加、提高最低工資等建議。日本到 2060 年時，

要維持現在的經濟規模，需要每年 1.29%的生產

率上升。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張人

傑，「數位鐵幕的高牆已經升起」一文評估，美

國封殺華為的舉動，擺明了就是要升起數位鐵

幕。台灣廠商不可能在美中對峙下置身事外，台

灣資訊科技業與美中兩國業界犬牙交錯，技術設

備甚至市場更要看美國臉色，因此勢必要立場明

確的站穩民主法治陣營，不可有貪圖一己私利、

鋌而走險的僥倖心態，否則東窗事發，賠上個人

信譽事業財產固然不幸，害人害己毀滅性的拖累

整個產業更是台灣不可承受之重。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蘇世岳，「經

濟轉型受挫？北韓重現補償式勒索」文章認為， 

北韓重返補償式勒索路線，透露出經濟轉型面臨

重大挑戰。北韓原本非常有機會成為東北亞和平

秩序的締造者，但北韓錯失中美霸權博弈下，戰

略反轉的良機。下個（六）月，G20 會議即將在

大阪召開，預料將對北韓「完全、可檢證、不可

逆」的非核化進程進行討論，美日中韓四國是否

會在平壤缺席的狀況下，對北韓問題達成協議，

恐將一舉改變東北亞的區域安全情勢。 

  另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中心於本年 5 月 22

日（三）上午，舉行「蔡英文總統就職三週年與

內閣部會首長施政滿意度總體檢」民調發佈記者

會，由凱達格蘭基金會執行長、高雄市議員陳致

中主持；台師大副教授曾冠球評論指出，國民黨

候選人個人聲望開高走低、正、副手互補效益不

明，只要蔡政府謹慎出牌、不犯錯，那對國民黨

欲重回執政之路，無疑是一大警訊！成功大學蒙

志成副教授認為，蔡政府推動政策改革的結果，

卻是讓社會更為雙峰極化，足見決策幕僚「同溫

層決策」問題嚴重，未能洞察除了傳統藍綠對立

以外的社會分歧。部會閣員的政治歷練是提升各

部會滿意度的重要影響因素。總統執政若任用具

聲望與政治歷練的閣員，將有助提升執政滿意

度。韓流都是屬於極端態度的支持者，如此好惡

分明、立場清晰的支持群眾，或有助於內部鞏固

提升凝聚力，但可能帶來不支持者的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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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減少趨勢下的日本經濟結構改革 

 

坪田敏孝 

新台灣國策智庫客座研究員 

 

 

本景氣從去年明顯開始停滯。2018 年各季

的成長是-0.1%，0.5%，-0.6%，0.5%，一年

内有兩次負成長，可見景氣的低迷狀況（通年

0.8%）。對此景氣低迷的原因，經濟專家高橋洋

一先生說明，中央銀行購買國債總額的縮小，和

緊縮財政政策帶來需要不足。看 2018 年 GDP 的

貢獻度分類，民間需要是 0.8%，是正貢獻，但今

年貢獻度高的出口和公共需要為±0%。出口的下

降是受油價漲價和國際景氣循環影響。2019 年第

一季的 GDP 在 5 月 20 日發表，一般被認爲不會

出現好數字。 

  日本的景氣低迷，除了金融和財政政策以

外，還有其他重要原因。主要的是日本的人口減

少和高齡化，2018 年 10 月的日本人口是 1.2644

億人，比 2017 年 10 月減少 26.3 萬人（減 0.21

％）。15 到 64 歲人口減少更多，為 51.2 萬人。

它比總人口比率為 59.7%，是 1950 年以來最低

的。未來的人口減少和高齡化而言，預測 2060

年時人口是 8﹐637 萬人，比 2016 年，減少 32.1%，

其中 15 到 64 歲人口減少 3﹐000 萬人以上。這

世代的人牽引 GDP 成長的，是其他世代無法替

代的。另一方面，2060 年 65 歲人口比率上升爲

39.9%。如此，人口減少和高齡化對 GDP 成長和

年金、健保等社會保障形成重大負面因素。 

  針對如此人口減少和高齡化招致的 GDP 成

長的下降、縮小的對應，高森（Goldman Sachs） 

原幹部，著名經濟分析家的大衛・阿特金森

（David. Atkinson）先生在 2019 年 1 月出版新書

「日本人的贏得數」，提出出口增加、提高最低

工資等建議。阿先生在 4 月 11 日和安倍總理共

進晚餐，推測安倍總理可能聽取阿先生上述建

議。安倍政權是否采納阿先生的建議並不清楚，

但阿先生建議基於多數海外經濟研究論文論

證，有不少可參考之處，因此本人特別介紹此論

點。 

  阿特金森先生建議出口增加、提高最低工

資，其實日本的人均出口額，最低工資都是低於

多數其他先進國家，這表示日本增加出口及提高

最低工資都有成長空間。經濟成長由人口增加或

者生產率（每個人 GDP）實現，但人口減少趨勢

下，只能依靠生產率上升。根據阿先生調查的研

究論文，出口額增加，最低工資上升都和生產率

上升有關。 

  具體地看，日本人均出口額（2017 年）是 5﹐

359 美金，世界第 44 位。阿先生說因爲人口減少，

國内需要也減少，設備和商品為供給過剩狀況，

那麽應該把此設備和商品輸出給外國。一般而

言，有高技術力國家的出口比率較高，所以日本

通過政策引導，增加出口比率被是認爲可能的。

阿先生說，國家的出口額增加的同時，其進口額

亦增加，這是因爲出口技術產品，需要中間財的

進口，日本增加技術產品出口，同時從歐洲等先

進囯的進口會增加。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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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阿特金森先生說日本的人才資本

（human capital）在 OECD（經濟合作及發展組

織）成員國裏評價爲第 4 位，但其日本的生產率

是世界第 28 位，人才資本和生產率之間有差異，

爲什麽這樣子呢？此差異理由被認爲因爲日本

勞動者裏，在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工作的人比率

較多，中小企業的工資比較低，這招致日本的生

產率低迷。阿先生提出英國的例子。英國的人才

資本評價低於日本，英國是世界第 19 位，日本

為第 4 位，但英國的每個勞動者 GDP 比日本的

高，英國是 86﹐343 美金對比日本是 83﹐233 美

金（2016 年阿先生作成）。這結果是如何造成的？

回答是英國的最低工資高於日本，如 9.38 美金和

6.5 美金（購買力平價計算，阿先生作成）。英國

的最低工資本來是較低的，但她從2000年到2018

年，每年提高平均 4%的最低工資，提高工資是

逐年的，不是一次大幅度的，所以沒有出現職工

失業與企業倒閉的負面影響。 

  日本到 2060 年時，要維持現在的經濟規模，

需要每年 1.29%的生產率上升。看 1990 年到 2015

年的平均生產率上升率只有 0.77%，1.29%的生產

率是 0.77%的 1.7 倍，要達成是不簡單的，爲了

提高生產率，需要出口增加、提高最低工資等許

多的改變根本性經濟結構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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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鐵幕的高牆已經升起 

 

張人傑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 

 

中關係失速墜入冷戰對立，形勢如大江東

去不可逆轉，在貿易戰的猜忌折衝交涉

中，美國下重手封殺電信巨擘華為；美國商務部

長羅斯曾說封殺華為與貿易戰無關，但是川普總

統在訪日時又說，華為爭議可能納入貿易協議

中，令人不禁狐疑美國會不會雷大雨小，虛晃一

招拿倒霉的華為作為談判籌碼呢？實際上，美中

雙方對華為的立場似乎都有寸土必爭絕不退讓

的決心，因為，美方認為華為是國防與安全問題， 

華為的威脅是不得不處理的危險挑戰，商業利益

與貿易談判進展只是其次，川普還語帶保留的附

加“我們還沒準備好達成協議”，何況貿易戰不

過是美中衝突的冰山一角；中方對華為案更是退

無可退，華為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國家隊，是共產

黨對內「歐威爾式」極權專制統治的命脈，也是

對外滲透、遙控全球資訊情報平台的拳頭，所以

在美國大動作圍剿華為後，華為還氣定神閒的宣

布推出 B 計畫，習近平也以行動提倡「長征精

神」、「自力更生」，似乎企圖另立山頭甚至灣道

超車取代美國。 

  美國封殺華為的舉動，擺明了就是要升起數

位鐵幕。在冷戰結束 30 年後的今天，數位鐵幕

的升起雖然讓人錯愕、但不令人意外，因為數位

鐵幕其實存在已久，中國從 90 年代開始，已經

花了 20 年的時間構築數位鐵幕，也就是通稱「網

路萬里長城」的數位城牆，對外阻擋 Facebook、

Google 和各種外國網路平台，隔離並封鎖中國消

費者使用全球性的平台資訊，對內嚴格監控、審 

查網路言論與資訊，同時又以國家力量推進中國

網路與通訊產業的全球擴張；美國封殺華為不過

是以其道還諸其人，數位鐵幕的始作俑者是中國

共產黨，川普政府不過是一報還一報要求「對等」

的國際待遇，差別只在於鐵幕高牆的牆裡牆外，

在費力的將華為推回數位鐵幕牆內的同時，必須

斬斷華為暗室交易滿佈地雷的國際政經糾葛，讓

面目可憎卻又紅杏出牆的華為回歸牆內。 

  台灣作為全球資訊產業的關鍵角色，佔有數

位鐵幕對立格局的樞紐地位；冷戰時期做為反共

前哨的台灣，可以在風聲鶴唳中茁壯成長，也奠

定今日強大的高科技與製造業基礎，但是面對數

位鐵幕與美中對抗的變局，我們可以維持優勢繼

續前進嗎？台灣資訊科技產業的利基在於製造

優勢，位居商品供應鏈中游的核心位置，同時卻

也有高度依賴上下游的弱點，除了一般性的經濟

要素及市場變動，IP、專利、授權與精密機台的

取得多仰賴美國，欠缺法遵意識與守法精神則是

台灣廠商的通病，台灣廠商多半視管制軍民兩用

技術的「瓦聖納協定」如無物，以致心存僥倖脫

法違法的案例多如牛毛，例如廈門晉華半導體因

竊盜美光技術，被美國制裁後台灣廠商急忙撇清

但恐怕仍難以脫身，多家廠商轉售武器級的電子

精密零件給被禁運的伊朗，另外也有台灣廠商大

膽私運石油給被聯合國禁運的北韓；此次的華為

禁售事件更甚於瓦聖納，台灣有多家廠商被列入

美國商務部公布的黑名單之中，與華為業務密切

但不在名單中的台灣廠商不在少數，這些廠商肩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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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著鉅大的潛藏營業成本與政治風險。 

  數位鐵幕高牆已經高高的升起，這是一個區

隔敵我的紅線，廠商可以翻牆進出居中交易而獲

利，也可能越雷池一步而遭受不測；在空間、人

力、技術與營業上都身處數位鐵幕最前線，我們

可以依然故我以事不關己的心態看熱鬧嗎？台

灣廠商是不可能在美中對峙烽火連天下置身事

外的，台灣資訊科技業與美中兩國業界犬牙交

錯，技術設備甚至市場更要看美國臉色，城門失

火池魚之殃在所難免，對禁售禁運禁令固然不可

掉以輕心，更不可有貪圖一己私利鋌而走險的僥

倖心態，否則如果被美國視同敵人打進黑名單，

東窗事發賠上個人信譽事業財產固然不幸，害人

害己毀滅性的拖累整個產業，哀鴻遍野的災難性

後果更是台灣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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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受挫？北韓重現補償式勒索 

 

蘇世岳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 

 

 

韓錯失中美霸權博弈下，戰略反轉的良機。

自 2018 年起，受惠於中美爭霸的升級，原

本權力結構下邊陲的北韓，一躍成為各方勢力拉

攏的對象，藉此金正恩多次分別與美國、俄羅

斯、中國以及南韓舉行雙邊首腦峰會。北韓以棄

（凍）核為籌碼，除了一舉扭轉惡劣的國際形象

外，也為自己爭取到經濟轉型的有利時機。然

而，自本（2019）年 2 月美朝河內峰會無疾而終

後，北韓在不願棄核的戰略指導下，逐漸陷入發

展困局中。本（五）月九日，美國司法部扣押了

北韓一艘運煤船 Wise Honest 號，引發北韓激烈

反彈，除透過外交部表達強烈不滿外，還敕令駐

聯合國大使金成於聯合國召開記者會，公開譴責

美國。至此，兩次美朝高峰會所構築的和解氣氛

已蕩然無存，金正恩所意欲推動的社會主義大國

建設恐畫上休止符。 

  事實上，北韓原本非常有機會成為東北亞和

平秩序的締造者。做為中國第五代領導者的習近

平主席，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號召，與

全然不依循傳統國際規範的美國川普總統進行

戰略競爭，使得兩大強權勢力交接的邊陲地帶戰

略地位陡升。2017 年起，美國在傳統盟邦南韓境

內佈署反飛彈的薩德系統，遭致中國對南韓企業

的報復，許多南韓企業因此被迫退出中國市場。

苟延殘喘的少數企業，例如南韓現代汽車的中國

合作法人北京現代，也決定從下（六）月開始停

止北京工廠的運轉，因為今年第一季度（一到三 

月），北京現代在中國的銷量同比減少 18%，工

廠開工率已經下降到 50%以下。在河內峰會前頗

受追捧的金正恩，似可進行「大交易」，但北韓

錯失良機，五月初北韓兩次試射新型短程導彈

（SRBM），美國的北韓研究機關甚至進一步公布

最新衛星照片顯示，平壤已經在東倉里的西海衛

星發射場，完成遠距彈道飛彈發射基地的建設，

東北亞戰雲再現。 

  北韓重返補償式勒索路線，透露出經濟轉型

面臨重大挑戰。前不久金正恩在最高人民會議第

14 屆會議上強調「自力更生」，對照五月初其在

導彈發射現場所說「要銘記只有強大的力量，才

能保障真正的和平和安全這一哲理」，這種民族

主義式的呼籲，顯現北韓經濟正面臨重大危機。

依據中國海關總署的統計資料，去（2018）年金

正恩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大連舉行第二次

首腦會談（5 月 7-8 日）後，北京曾密集對北韓

無償援助了 1000 噸大米和 16 萬 2007 噸肥料，

雖然無償援助大米的規模不大，但肥料援助的數

額與北韓 2016 年在海外購買的肥料進口量相

當。據悉，中國 2013 年曾援助過北韓 20 萬噸肥

料，2017 年的統計中則完全沒有無償援助的內

容。而依據國際組織最近發表的報告，40%（約

1010 萬人）的北韓人正處於糧食不足的狀態，平

壤政權面臨著內外交迫的難題。 

  屋漏偏逢連夜雨，北韓今年春夏的環境更加

嚴峻。依據北韓機關報《勞動新聞》的報道，今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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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韓面臨自 1917 年以來最嚴重的旱災，累計

的降雨量迄今只有 56.3 釐米，僅為往年同期平均

的四成，去年北韓的農作物收成量創下近十年來

的新低，倘若這幾個月降雨量仍不足，恐爆發嚴

重的饑饉危機。南韓文在寅政府日前已經發布，

將對北韓提供 800 萬美元的援助，但由於北韓的

非核化進程遲遲未有進展，甚至月初還違反聯合

國的決議試射了彈道飛彈，這使得文在寅政府的

援助行動，在國內遭受到嚴重的批評。 

  下個（六）月，G20 會議即將在大阪召開，

或將為東北亞局勢進一步定調。依據目前的規

劃，日本將與中國習近平主席討論對北韓的因應

措施，而美國川普總統在 G20 會議後也將繼續前

往南韓會見文在寅總統，預料將對北韓「完全、

可檢證、不可逆」的非核化進程進行討論，美日

中韓四國是否會在在平壤缺席的狀況下，對北韓

問題達成協議，恐將一舉改變東北亞的區域安全

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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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就職三週年與內閣部會首長 

施政滿意度總體檢」民意調查發佈記者會 

 

編輯部 

 

 

 

台灣國策智庫於 5 月 22 日（三）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於智庫會議室舉行「蔡

英文總統就職三週年與內閣部會首長施政滿意

度總體檢」民調發佈記者會，由凱達格蘭基金會

執行長、高雄市議員陳致中主持，新台灣國策智

庫執行委員、趨勢民調公司總經理吳世昌報告及

分析民調結果，並邀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

活動領導學系曾冠球副教授、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蒙志成副教授擔任評論人。  

  陳致中執行長首先說明，520 剛過兩天，蔡

英文總統就任三週年正是一個社會各界審視檢

討這 1000 多日表現的重要時機，這幾天各家民

調單位檢驗的重點多半集中在明年總統大選各

擬參選人的支持度，鮮少去注意台灣民意對內閣

施政的看法，因此本次民調以內閣施政總體檢為

核心，包括部長知曉度、個人滿意度、政策滿意

度等，希望以民調科學客觀的數據觀照到不同的

面向，提供各界卓參思考，並觸及蔡總統的施政

信心評估以及 2020 總統大選各擬參選人的欣賞

度，相關數據極富參考重要性，值得咀嚼再三。 

  曾冠球副教授評論指出，薑是老的辣！在蔡

政府歷任行政院長與現有部會首長中，蘇貞昌院

長滿意度偏高，這可能是蔡院長｢非常用心」與 

「非常用力」回應民意有關，｢非常用心」是指

抓得到民眾在乎或值得媒體關注的議題，且能夠

充分用民眾聽得懂的語言，「非常用力」是指媒

體溝通頻率很高，不管傳統或新媒體皆然（從

20-29 歲年輕族群的評價中可以明顯看出）。蘇院

長雖然年紀較長，且又是政壇老面孔、回鍋任院

長，但蘇院長卻能高度適應當今的媒體環境，相

當不容易，值得各部會首長借鏡！舉例來說，蔡

政府經濟政策的滿意度最為疲弱，財經部會首長

也許應透過各式媒體，向民眾交代自己或部會為

民眾做了甚麼，以增加個人或部會的知曉度與滿

意度。相對地，內政部稱不上是很容易表現的部

會，但部長個人或政策滿意度能夠竄出，多多少

少與媒體經營有關。簡言之，各部會要看重包含

social media 在內各式溝通渠道的特性，social 

media 尤其是一般民眾最能有效親近政策的途

徑。 

  蔡總統滿意度有「起死回生」的現象！縱使

這份民調有機構效應，但從去年十二月落底以

來，滿意度業已連續五個月走揚。政策上，「年

金改革政策」效應可能為蔡英文加了不少分，特

別是來自青壯世代（40-49 歲）的肯定，其次是

「婚姻平權政策」也加了一些分數，特別是來自

年輕世代（20-29 歲）的肯定（不過，這意義並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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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大，因為這個族群的整體執政滿意度甚至

投票意願原本即過半，是最高的族群；相對地，

30-59 歲的青壯或中壯世代，不論是執政滿意

度、信心度或投票意願而言，反而才是最需要尋

求突破的族群；值得注意的是，婚姻平權政策猶

如一把「雙刃劍」――滿意與不滿意之意見堪稱

旗鼓相當，亦即該項政策也構成不滿意的重要來

源之一，特別是對較為年長的族群（50 歲以上）

而言。儘管如此，蔡政府最主要的施政不滿意來

源，仍歸因於對「經濟政策」的不滿，特別是來

自青年世代（40 歲以下）的評價。 

  儘管「欣賞度」不見得能反映在未來選舉的

支持度或個人投票意願，不過這份數據初步顯

示：民進黨似乎有機會擺脫地方選舉失利的陰

影！因為，賴清德、蔡英文都具備一定的聲望，

柯文哲緊接在後，反倒是原先被國民黨寄予厚望

的韓國瑜、郭台銘，欣賞度落居第四、五名。值

得注意的是，未來不管是賴蔡配或蔡賴配，至少

在年齡層上有明顯加分的作用，但韓國瑜與郭台

銘即使可以合體，從人口統計資料來看，目前看

不出來有太大的「綜效」（例如，看不出來兩人

獲得支持的主要年齡族群）。這意味著倘若國民

黨候選人個人聲望開高走低、正、副手互補效益

不明，只要蔡政府謹慎出牌、不犯錯，未來成功

營造大團結氣勢，那對國民黨欲重回執政之路，

無疑是一大警訊！國民黨可能沒有太大空間持

續內耗，或採取靜待對手犯錯的老路，反而應積

極出牌，主導選戰議題與節奏！ 

  蒙志成副教授站在政治科學的專業觀點提

出精闢解析如下：蔡英文總統就職以來，雖然銳

意革新、矢志團結台灣，然而各項重大改革屢屢

踩在社會衝突點，儘管進行了許多社會重分配與

社會價值重建的工程，但執政滿意度長期低迷，

至 2018 年九合一選舉敗選，更證明執政路線與

改革幅度的偏差。今逢就職滿三週年，蔡總統爭

取連任之際，檢視其任內重大政策，審視滿意度

低迷之因；另趁此機會一併檢視蔡政府第三任閣

揆蘇貞昌院長領軍的各部會首長表現。民調結果

大致呈現以下幾點觀察： 

  不只藍綠：雙峰化的政策效果。民調顯示蔡

總統任內的重大政策普遍未獲好評，不滿意度多

高於滿意度。其中最為不滿意的為經濟政策，最

為滿意的是今年甫上路的減稅政策。但讓社會普

遍引起高關注的政策，若以滿意度表態率超過四

成為標準來看，則在民眾感受最深的政策，依序

為年金改革、婚姻平權、勞工休假與外交兩岸；

然而最不滿意的經濟政策表態率為 39.7%，最滿

意的減稅政策則僅有 25%民眾有感。至於感受最

深也表示社會影響層面最廣的四項政策，經轉換

為可比數值後，除了年金改革呈現滿意與不滿意

立場分庭抗禮的局面外，其餘三項則是不滿意多

於滿意者。惟，這四項政策表態者眾，就算滿意

者比例較不滿意者低，但人數仍然可觀，更甚

者，滿意者與不滿意者分別在年齡世代、教育程

度等背景資料有顯著態度差異。推動政策改革的

結果，卻是讓社會更為雙峰極化，瀰漫社會不安

氣氛。足見決策幕僚「同溫層決策」問題嚴重，

未能洞察除了傳統藍綠對立以外的社會分歧。 

  部會滿意度裡的閣員政治歷練因素。本次調

查特別測量各部會首長的滿意度與知曉度，經過

簡單的散佈圖繪製，發現兩者之間有高度的正相

關，具有高度知曉度的閣員，滿意度也多高於不

滿意度。再仔細查看其中個別案例，發現交通部

長林佳龍、內政部長徐國勇與文化部長鄭麗君為

典型的民代或地方首長出身的部會首長，具有較

高社會知曉度，也由於知名度高，民眾可以較為

清晰理性地辨識他們所推動的政策，也因為擔任

過民代或地方首長之故，相關政策制定與宣傳語

彙能夠「接地氣」，自然也提高滿意度。同樣的

情況也反映在閣揆蘇貞昌的滿意度上。這項資料

反映出，除了國防、衛福醫療等政治性較低的專

業部會外，部會閣員的政治歷練是提升各部會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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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的重要影響因素。總統執政若需在重要政策

上取得民眾支持，任用具聲望與政治歷練的閣

員，將有助提升執政滿意度。政黨在培育接棒政

治菁英時，可多安排民意代表或地方首長的政治

歷練。 

  韓流的政治極化效應。高雄市長韓國瑜自去

年大贏對手 15 萬票後，聲勢驚人，如今亦表態

願意參加國民黨總統初選民調。然而當時韓流興

起，普遍認為韓國瑜所吸引的選票，不只傳統藍

營支持者，更掌握了許多的中間支持者，甚至綠

營支持者。但經過幾個月後，逐漸發現韓粉是屬

於強烈支持者，有極端態度、勇於表態。本次調

查詢問蔡英文執政以來台灣現況，經交叉分析發

現韓國瑜支持者，極高度地認為台灣變得更壞

（73.5%），幾乎不認為台灣變得更好（2.1%）；

也以最高比例對蔡英文未來執政不具信心

（88.1%），也僅有個位數（8.3%）表示有信心。

與其他支持者比較，都是屬於極端態度的支持

者，與當時支持韓國瑜競選高雄市長的屬性已有

所不同。如此好惡分明、立場清晰的支持群眾，

或有助於內部鞏固提升凝聚力，但可能帶來不支

持者的強烈反對。如此態勢能否爭取更多支持，

最終贏得大選，則仍有頗大疑問。  

 

 



 

第 76 期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