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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時序進入圓圓滿滿的 2020 年，祝福各位讀

者圓滿如意、國家富強康樂；台灣順利歷經 2020

大選考驗，往正常化國家的腳步又邁進了一大

步，台灣的民主自由與國家主體性也獲得確保；

拜託各位讀者繼續督促我們，一起共同努力，讓

我們的國家在現有的基礎上能夠更強大、更有尊

嚴，我們的社會能夠更富庶、更和諧，每個人的

生活都能夠更富裕、更歡樂。針對這場關鍵時刻

的選舉，我們特別於選後邀集專家學者檢討評

估，希望能夠對新時代、新政府有所建言。 

  總統府資政吳榮義教授認為，這次美中貿易

戰雖然雙方都以關稅為手段，但實際上是科技

戰。美國已經採取許多措施，以禁止或限制美國

企業把技術移轉投資中國。台灣因此受惠，除了

許多台商回台投資以外，許多美國高科技公司，

如谷歌（Google）、微軟（Microsoft）、臉書（F.B.）、

亞馬遜（Amazon）及蘋果（Apple）等紛紛來台

設廠或設立研究發展中心。美國政府也寫信鼓勵

美國五百大企業來台投資，這是一個台灣產業創

新轉型及升級的絶佳機會，去年台灣無論在經濟

成長及出口的表現已經變成亞洲四小龍之首。如

果能好好利用這次產業振興轉型的機會，相信台

灣經濟不但會再度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且由

於投資高科技產業，因而將邁入歐美先進國家之

林。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及東亞系范世

平教授分析，由於民進黨在國會單獨過半，加上

友好的政黨共 7 席，應該可以發揮 2016 年迄今，

行政與立法緊密配合的狀況。蔡政府希望通過的

法案如無意外，應該都可順利通過。避免了如

2000 年到 2008 年民進黨首次執政時上演「朝小

野大」的窘況。而國民黨的 38 席與 2016 年時的

35 席，雖然增加了 3 席，但是影響有限。至於以

柯文哲為首的「台灣民眾黨」在今年立委選舉中

獲得 5 席不分區，由於近來柯文哲與民進黨的關

係不佳，因此不會與民進黨緊密合作，反而比較

會配合國民黨。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董立文教授指

出，習近平最近強調的「六穩」與 2019 年初所

提出的「七大風險」（政治風險、意識型態風險、

經濟風險、科技風險、社會風險、外部環境風險、

黨的建設風險），台灣似可提出兩岸應該共同維

護「第七穩」（穩台海）與共同避免「第八風險」

（台海風險），這種讓步亦有呼應習近平的意

味，不要因為台海而「六不穩」與「七大風險」

全都爆發之意。未來影響兩岸關係最大的兩個關

鍵變數是美、中貿易戰與香港反送中事件。而中

共不願意面對的現實是：未來四年是否仍要持續

過去四年兩岸關係漸行漸遠、台美關係越來越近

的現實；以及台灣內部藍營勢力越來越小、綠營

力量茁壯增強的事實。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張人傑總召討

論，「厲害了我的國」或許只是對中共的一種諷

刺，在武漢肺炎爆發過程的對策中，「悲哀啊我

的國」才是真實寫照。中共的治理無方及體制沈

痾，在武漢肺炎的考驗之下暴露無遺，也許習近

平對中國能不能通過大考的擔憂是對的，不長眼

睛的病毒也許可以為中共政權指引明燈，只有透

明、回應、課責以及廉能的治理，也就是只有善

治和民主自由才能應對疫情、才可能挽救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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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創新與產業振興* 

 

吳榮義 

總統府資政 

 

  

灣經濟高度依賴對外貿易，出口成長快慢

影響經濟成長，而滙率的變化又會衝擊我

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過去，我國係

採取固定滙率，因此，政府比較容易透過滙率的

調整因應出口的變化。但自 1980 年代初期開始，

台灣對外貿易開始出超並累積大量外滙存底，加

上 1987 年 7 月解除戒嚴，對外滙率嚴格管制逐

步開放，新台幣滙率可以浮動，我國外滙存底大

量累積加上外滙管制逐步開放，導致新台幣對美

元滙率快速升值。從 1986 年新台幣 38 元兌換一

美元，到 1989 年升到台幣 26 元換一美元，升值

幅度將近 50%，台灣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力

大受衝擊。 

  同一時期，美、日、德、法及英五國央行總

裁及財政部長於 1985年 9月 22日在紐約簽署「廣

場協議」（Plaza Accord），聯合干預外滙市場，使

美元滙率對日圓、馬克等主要貨幣有秩序貶值，

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從而導致日圓大幅升

值。從 1985 年 9 月的 250 日圓兌滙一美元升到

1988 年底約 120 日圓兌換一美元。這段期間，人

民幣對美元滙率自 1985 年的 3 圓兌換一美元快

速貶值，到 1993 年貶到 8.6 圓兌換一美元。同時，

1990 年開始，台灣對中國貿易管制逐步開放，准

許對中國間接投資，加上中國開始推動改革開

放，歡迎外資，尤其是台商的投資。因此，台商

投資中國金額大量增加，特別是自 2000 年開始，

金額大增。根據經濟部核准資料，1991 至 1999

年台商對中國投資金額計 135 億美元，平均每年

15 億美元，以後逐年增加，到 2010 年以後，到

2018年合計 997億美元，平均每年投資額達 110.7

億美元。因此，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台灣就業

機會減少，實質工資下跌，使台灣經濟成長率明

顯下降。平均 GDP 成長率從 1980 年代的 7.7%降

為 2000 年代（2000年–2009 年）的 3.81%及 2010

年代的 3.32%。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從亞洲四小龍

最快的國家淪為成長率最低。日本自從 1985 年

對美元大幅升值後的 20 年，由於受到日圓滙率

大幅升值的影響，導致日本經濟成長的不景氣，

俗稱「日本失落的二十年」。台灣經濟也有類似

的情況，由於台幣對美元升值，導致台商大量投

資中國，對國內投資大幅減少，2000 年至 2009

年平均資本形成成長率為負值，2010 年代也只有

3.35%，平均經濟成長率從 1990 年代的 6.63%降

到 2000 年代的 3.81%，所以，2000 年起也可以

稱之為「台灣失落的 20 年」，至今台灣經濟成長

的動能還未完全恢復過來。 

  2018年6月美中貿易衝突帶來台灣經濟轉型

很好的機會。美國自 2018 年 7 月對中國進口 340

億美元的商品，8 月對 160 億美元的進口商品課

徵 25%關稅，同年 9 月對 2000 億美元進口商品

課 10%關稅，到 2019 年 5 月提高到 25%，2019

年 9 月又對 1200 億美元課 15%關稅。美國這些

措施對中國出口美國商品造成很大衝擊。許多台

商在中國投資，主要外銷美國。美國對中國進口

商品課高關稅，使其成本上漲，因此，台商紛紛

撤出中國，一部份回到台灣，一部份到東南亞及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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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政府很快採取優惠措施來因應大量台

商回台投資廠商。行政院在 2018 年 10 月開始研

擬「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整合土地、

水電、人力、稅務與資金等政策措施，積極協助

台商回台投資。到去年底，估計台商回台投資金

額 7,148 傹元，可以創造約 6 萬個工作機會；另

外對國內企業，經濟部提出「根留台灣企業加速

投資行動方案」，估計投資金額 908 億元，創造

6,681 個工作機會；「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

案」，估計投資 532 億元，創造 5,302 個工作機會。

三項方案合計投資 8,588 億元，創造工作機會將

近 7 萬人。財政部去年 7 月也通過「境外資金滙

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以優惠稅率鼓勵境外

資金回台，估計到 2019 年底滙入資金 500 億元，

預估今年可再增加 900 到 1800 億元。 

  這些資金回台投資對台灣經濟有顯著的幫

助，自 1990 年起，台商受到新台幣滙率大幅升

值影響，大量到工資低廉，土地供給豐富的國家

投資，特別是中國。這些台商多以裝配加工為

主，容易受到工資及土地因素的影響。這一波台

商回國投資，由於台灣工資及土地價格都不再低

廉，所以必須投資於高科技的產業，否則没有利

基。而政府也採取措施，獎勵技術升級的投資，

以加速台灣產業的轉型。這次美中貿易戰雖然雙

方都以關稅為手段，但實際上是科技戰。美國已

經採取許多措施，以禁止或限制美國企業把技術

移轉投資中國。台灣因此受惠，除了許多台商回

台投資以外，許多美國高科技公司，如谷歌

（Google）、微軟（Microsoft）、臉書（F.B.）、亞

馬遜（Amazon）及蘋果（Apple）等紛紛來台設

廠或設立研究發展中心。美國政府也寫信鼓勵美

國五百大企業來台投資，這是一個台灣產業創新

轉型及升級的絶佳機會。 

  去年台灣無論在經濟成長及出口的表現已

經變成亞洲四小龍之首。如果能好好利用這次產

業振興轉型的機會，相信台灣經濟不但會再度成

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且由於投資高科技產業，

因而將邁入歐美先進國家之林。（*本文係論壇會

議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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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會與政黨生態* 

 

  范世平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及東亞系教授 

 

  

月 11 日台灣總統大選開票結束，蔡英文得到

817 萬票，占總得票的 57.1%，韓國瑜只得到

552 萬票，占總得票的 38.6%。蔡英文比 2016

年首次競選時的 689 萬票，大幅增加了 128 萬

票。此外在立委選舉方面，民進黨得到 61 席，

雖然比 2016 年少了 7 席，但是仍然單獨過半；

若加上支持台獨的「時代力量」3 席與「台灣基

進黨」1 席，以及無黨派中親民進黨的 3 席，共

有 68 席。 

  由於民進黨在國會單獨過半，加上友好的政

黨共 7 席，應該可以發揮 2016 年迄今，行政與

立法緊密配合的狀況。蔡政府希望通過的法案如

無意外，應該都可順利通過。避免了如 2000 年

到 2008 年民進黨首次執政時，「朝小野大」的窘

況。 

  而國民黨的 38 席與 2016 年時的 35 席，雖

然增加了 3 席，但是影響有限。 

至於以柯文哲為首的「台灣民眾黨」在今年立委

選舉中獲得 5 席不分區，由於近來柯文哲與民進

黨的關係不佳，因此不會與民進黨緊密合作，反

而比較會配合國民黨。 

  2016 年選舉時的「無黨團結聯盟」1 席與親

民黨 3 席，在今年的立委選舉中紛紛掛零。「無

黨團結聯盟」是以顏清標為榮譽黨主席，親民黨

則是宋楚瑜的所謂「一人政黨」，都缺乏清晰的

理念與路線價值，結果在今年紛紛泡沫化。因

此，「台灣民眾黨」這個柯文哲的「一人政黨」

是否會重蹈覆轍，值得關注。至於「時代力量」

由 2016 年時的 5 席到今年剩下 3 席，雖然該黨

經歷立委林昶佐與洪慈庸的相繼退黨而元氣大

傷，但還有 3 席而不至於全軍覆沒，顯示尚有支

撐力道，但如果不積極尋找新的發展方向，下一

次立委選舉仍然不可樂觀。（*本文係論壇會議發

言摘要）  

 

1 



 
 
 

5 
 

 

選後兩岸情勢評估* 

 

董立文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教授 

 

  

持現狀與不設前提的恢復兩岸協商與談

判，一直是蔡總統的兩岸政策主張。但在

選後，如果中共仍秉持「一中原則的九二

共識」作為談判政治前提，實在看不出來蔡總統

會有妥協或讓步的動機與動力。蔡總統在選後馬

上提出「和平、對等、民主、對話」，這八個字

是兩岸要重啟良性互動、長久穩定發展的關鍵，

也是能夠讓兩岸人民拉近距離、互惠互利的唯一

途徑。所謂，和平，就是對岸必須放棄對台灣的

武力威脅。對等，就是雙方都互不否認彼此存在

的事實。民主，就是台灣的前途要由兩千三百萬

人決定。對話，就是雙方能坐下來談未來關係的

發展。這四項原則，就是為兩岸談判協商畫下新

的底線。 

  中共此次對台灣選舉結果的反應非常迅

速，幾乎在選舉結果揭曉當晚第一時間，顯現中

共對台灣選舉結果是事先準備好的，早有規劃。

對比 2016 年，其反應模式幾乎相同，但當時沒

有其餘媒體跟進，且講話主調較為溫和。另外對

比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束後，泛民主派大勝的結

局，國務院港澳辦沉默、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失蹤與外交部長王毅在國外被記者堵麥而倉促

回應的情況來看，這次國台辦與宣傳系統的回應

是迅速與完整的。本次的國台辦講話，乍看之下

沒有新意且強硬，但要注意的是「堅持『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與「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是促進兩岸共同發展、造福兩岸同胞的正確道

路」，這是指即便蔡總統大勝，相當成分仍會堅

持和統而非武統道路。 

  中共早已有蔡英文總統勝選的心理準備，幾

乎所有中共專家判斷選後兩岸關係的發展，都是

「三個不會變」，即一、民進黨的分裂政策不會

變；二、美國打台灣牌的政策不會變；三、中共

掌握兩岸主動權的趨勢不會變。由此，中共專家

們對選後的對台政策描述或建議方向，不脫「中

共看長不看短，不為一時一事所動」；「要為維持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路不倒退付出更多心力」；

「誰當選不是台海局勢的決定因素，中共是看政

策不是看人」；「無論由誰執政，均保持對台壓力」

等。 

  中共判斷選後兩岸關係發展的「三個不會

變」，是相互矛盾的，意即一、民進黨的分裂政

策不會變；二、美國打台灣牌的政策不會變；三、

中共掌握兩岸主動權的趨勢不會變。前一、二項

明顯與第三項是矛盾衝突的。也有不少中共專家

判斷出：如果蔡總統連任，兩岸關係在短期內或

無法改善，因為美國因素還在介入，美國總統選

舉將在 2020 年下半年進行，在中美關係戰略對

抗的大背景下，美國利用台灣來牽制大陸將會越

來越突出。按照這種脈絡來觀察選後的兩岸關

係，從國台辦的角度，看不出有要恢復兩岸協商

的動機與動力；但是基於習近平的決策風格，兩

岸是否要恢復協商，在他一念之間。選後兩岸政

府各行其是，此意即「打歸打、談歸談」。「打」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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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與代理人戰爭，

乃至於外交戰與軍事對峙等領域照打；「談」指

的是兩岸雙方政府不會真正的關門，都會測試對

方恢復兩岸協商與談判的條件與底線。 

  然而，習近平最近強調的「六穩」（穩就業、

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與

2019 年初的所提出的「七大風險」（政治風險、

意識形態風險、經濟風險、科技風險、社會風險、

外部環境風險、黨的建設風險），台灣似可提出

提出兩岸應該共同維護「第七穩」（穩台海）與

共同避免「第八風險」（台海風險），這種讓步亦

有呼應習近平的意味，不要因為台海而「六不穩」

與「七大風險」全都爆發之意。未來影響兩岸關

係最大的兩個關鍵變數是美、中貿易戰與香港反

送中事件。而中共不願意面對的現實是：未來四

年是否仍要持續過去四年兩岸關係漸行漸遠、台

美關係越來越近的現實；以及台灣內部藍營勢力

越來越小、綠營力量茁壯增強的事實。（*本文係

論壇會議發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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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凸顯「善治」的重要 

 

張人傑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 

 

  

治」是民主化的目標與理想；習近平二

月三日稱這場疫情是對中國「治理體系

和能力的一次大考」，雖然川普總統在和

習近平通話中，肯定中國的武漢肺炎對策處理很

好，實際上中國在武漢肺炎的行政過程中，顯示

中國的行政管理漏洞百出捉襟見肘，連亡羊補牢

都談不上當然更談不上善治；研究公共政策的學

者常說「危機就是轉機」、「沒有危機就沒有對

策」，中國這次爆發驚悚駭人的「武漢肺炎」，從

危機處理、決策模式、政治信任、政治領導等面

向的全面考驗，結果似乎徹底的暴露中共政權的

治理失敗與政治危機，目前還很難評估中共的治

理決策是不是合理有效；更有甚者，從政治與安

全面向來看，如果外界對事件源頭的病毒來源、

病毒洩漏及病毒基因序列等的質疑成真，則中共

政權的定位恐怕會被打入邪惡政權及恐怖集團

的行列。 

  所謂善治的簡單內容就是透明、回應、課責

以及廉能的治理；武漢市中心醫院李文亮醫師近

日逝世，像是一顆引信點燃世人對中共治理的批

判與不滿，武漢肺炎是在發生並隱瞞近一個月後

才由李文亮所揭發，包括中國國內的許多批評發

現中共政權，資訊不透明、欠缺危機處理能力、

官僚體系缺乏問責、治理體系缺乏回應能力，對

於李文亮就事論事的揭發不但沒有正面回應，反

而官官相護的掩飾迴避造成事態擴大惡化，顯示

中共政權缺乏政治信任、政治權利不彰、決策資

訊扭曲、漠視國際規範與義務等問題。 

  醫藥衛生是一個高度複雜專業的技術部

門，在中國龐大的黨政及行政體系中，醫藥衛生

是由政治幹部而不是技術官僚所領導，面對疫情

爆發以及像李文亮這樣的爆料，官方的反應是漠

視、打壓與掩飾，因為在政治掛帥的體系下，下

情不敢上達、下官不敢作為，以免激怒上級、影

響權威，結果就是資訊的黑箱、扭曲以及行政的

怠惰，放任疫情事態的惡化與傷害—甚至失控，

李文亮證明中共官僚在決策資訊上隱瞞關鍵、急

切的資訊；這種政治、權力打壓專業、知識的官

場文化，代價就是世界各國避之唯恐不及的一致

將矛頭指向中國的，而中國國內民情也從對地方

政府的的憤怒，逐漸升高為對高層領導及中共體

制的不滿。 

  這次疫情也無情的暴露出中共體制服從、盲

從的決策文化，特別是地方政府的無作為及不敢

作為，武漢市長周先旺曾說沒有揭露及應對疫

情，是因為沒有上級的授權及同意，顯示官僚凡

事自保及等待「關愛的眼神」，結果就是報喜不

報憂以及不敢負責，也證明中共官僚體制的顢頇

麻痹；更嚴重的是部門之間的推諉以及不願負

責，擁有權力的政治領導沒有負起責任，全權負

責疫情緊急應變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遲至元

月 19 日才發布正式疫情通報，並要求地方官員

進行流行病預防，也就是將責任推卸給地方政

府；權責單位除了卸責還以錯誤資訊粉飾太平誤

導民眾，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曾經代表政府向民眾

保證疫情是可以控制的可以防治的，政府高級衛

「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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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顧問王廣發居然自己也受到感染，王廣發的態

度顯示政府並沒有提供民眾真實資訊，忽視民眾

權益及可能面臨的危害。 

  「厲害了我的國」或許只是對中共的一種諷

刺，在武漢肺炎爆發過程的對策中，「悲哀啊我

的國」才是真實寫照。中共的治理無方及體制

沈痾，在武漢肺炎的考驗之下暴露無遺，也許習

近平對中國能不能通過大考的擔憂是對的，不長

眼睛的病毒也許可以為中共政權指引明燈，只有

透明、回應、課責以及廉能的治理，也就是只有

善治和民主自由才能應對疫情、才可能挽救政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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