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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在武漢肺炎疫情的風聲鶴唳當中，蔡總統穩

健的 520 就職演說贏得各方肯定，相對的，北京

522 兩會則丟出了香港國安法的震撼彈，執政黨

的施政與防疫表現顯示在超高的滿意度，本期通

訊適時回應這幾個重要的議題；感謝您的閱讀，

更歡迎您的批評與指教。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吳建

忠評析，蔡總統心知肚明，憲法對於國際兩岸，是

個不能任意觸碰的底線，否則會投下更多變數，因

此花了篇幅解釋制度性改革的必要性。蔡總統此次

談到憲改的範圍，那就是「政府制度、人民權利」，

這也意謂著她為憲改的範圍劃出基本界線，將可能

造成爭議的主權、領土、國號等議題加以排除。眾

所周知，修憲程序已經改變，立法院即使送出憲法

修正案，還得經過全民複決。憲法時刻，不該拱手

讓人，憲改的門檻很高、憲改的內容也都存在爭

議，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修憲門檻必須修改，否則

如此高的修憲門檻形同保障現狀的不正義。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瑟致表示，蔡總統八

字箴言以「和平」為首，顯然蔡總統對維護兩岸

和平發展的重視態度，這也是「和平穩定」作為

破題的用心之處，更凸顯她「維持現狀」及「反

對破壞現狀」的態度不變。其次，就兩岸對等的

論述，最大的意義在於「雙方互不否認彼此的存

在」，凸顯兩岸互動中「不否認」與「承認」之

間的彈性空間，同時也守住基本原則，反對一國

兩制矮化台灣。第三，針對民主的強調，無非是

要凸顯兩岸制度的差異及遵循民主原則，言下之

意，兩岸之間的互動與談判必須是由政府及其授

權機構進行，如果不是，都可能有違民主的價值。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張人傑認

為，針對中共毀諾以港版國安法沒收一國兩制，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與貿易地位勢必一去不復

返；雪上加霜的是美國國務卿強硬聲稱聯合各國

制裁及撤資，運作施壓香港緊縮中國融資途徑，

以及可能剝奪或改變獨立關稅領域與自由貿易

協定；政府目前以人道援助、協助港人為基調，

似乎只是將香港問題納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的範疇，並沒有脫離一中架構的陰影；中共不惜

玉石俱焚的強推港版國安法，被評論家稱為「二

次回歸」及內地化，實際上就是中共極權統治的

君臨香港，香港要擺脫這種被凌遲荼毒的命運，

唯一的出路與選項就是與中國脫鉤，這是香港不

得不然的選擇，台灣也不例外。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助理教授陳俐甫

評論，蔡英文總統支持率創下就任以來最高。蔡

總統四年任期中除了上任初期的蜜月期以外，直

至與去年底之前，長達三年之間，民眾的滿意度

都低於不滿意度。去年大選後期起，她在競選中

的表現或與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的比較因素

等，使得蔡總統的滿意度重新超過不滿意度，至

四月底的調查，滿意度已經高達七成五，比就任

初期的滿意度進步 23%，不滿意度雖略高於就任

初期，也只有 13.8%，應該同樣是史上最低的不

滿意度。蔡總統的滿意度在 2018 年民進黨地方

選舉大敗以後止跌回升，總統大選前繼續回升，

去年底中國爆發武漢病毒疫情後急遽上升。蔡總

統滿意度的上升和不滿意度的減少同時發生，不

表意見者則穩定維持在一成多，可見這段時間蔡

總統成功使原本反對她的民眾成為支持者。武漢

肺炎是今年以來影響政治的最重要因素，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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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防疫成就也反映在相關部會首長的滿意

度上。與防疫相關的政策制訂與執行能力，應該

會是台灣人民近期內最在意的政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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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應該正面解讀蔡英文的「修憲」善意 

 

吳建忠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英文總統的就職演說，強調兩千三百萬人是

「命運共同體」，從「民主深化」角度切入

「立法院即將成立修憲委員會，提供一個平

台，讓攸關政府制度、以及人民權利的各項憲政體

制改革議題，能夠被充分對話、形成共識」。 

  關鍵在於，蔡英文這次的演說，北京只關注

「修憲委員會」，是否埋有伏筆，是否會觸碰國

家定位？陸委會也強調「和平、對等、民主、對

話」是兩岸關係戰略指導原則，我國拒絕一國兩

制及矮化台灣，對於兩岸關係，雙方均有責任。 

  從歷史來看，此刻重讀聯邦黨人文集有益，

反聯邦黨人，事實上亦是參與了憲法的修訂，所

爭在於不同的憲政價值，而非毫無理念的反對任

何變動。作為主流政黨，不能沒有經過任何思

考，直接把任何修憲倡議定位為不可能的，實際

上是在掩飾自己對制度的缺乏訓練以及怠惰，也

就是沒有條件，更要創造條件。 

  平心而論，過去兩年以來國際局勢產生劇烈

變化，民進黨政府並没有因勢利導，趁機提出制

憲思考。蔡英文的演說重複 2016 年的中華民國

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務。這

個國家經過七次修憲，國家體制依舊混亂，漫無

章法，可見修憲無法根本解決問題。 

  蔡總統心知肚明，憲法對於國際兩岸，是個

不能任意觸碰的底線，否則會投下更多變數，因此

花了篇幅解釋制度性改革的必要性。蔡總統此次談

到憲改的範圍，那就是「政府制度、人民權利」，

這也意謂著她為憲改的範圍劃出基本界線，將可能

造成爭議的主權、領土、國號等議題加以排除。 

  諷刺的是，李登輝的七次修憲能順利開展，

歷經了綿密的佈局。現在的修憲門檻比李登輝時

代還要高，凝聚修憲共識之難，有什麼樂觀條件

相信把修憲議題拋到立法院就能夠成事？ 

  從作法來看，由立法院的修憲委員會去推動

憲改，也透露出總統不準備站上第一線，親自領

導整個修憲進程的端倪。而是採取保留迴旋空

間，因為民進黨很清楚，避免修憲暴衝的煞車皮

角色，將會從國民黨，轉移到執政黨身上。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的憲法，就是一中憲法

架構，讓台灣難以擺脫一個中國的政治僵局。面

對獨派的殷殷期盼，希望總統可用美中對抗的大

背景作為支撐，一路走下去完成制（修）憲任務。

蔡總統一方面開啟憲政時刻，也藉民意之手，企

圖化解內部的獨派壓力，一直走得格外謹慎。 

  從客觀條件來說，七次修憲後的憲法支離破

碎，蔡英文的歷史定位就是為後繼者創造更有利

條件，也就是要優化台灣憲政民主。這等於是正

式宣告要跟中共比制度定力、拼結構氣長，展開

一場漫長的競賽。 

  值得注意的是，依照現行的體制來說，修憲

的門檻過高，想要成功修憲就幾乎是不可能的任

務，除非是像 18 歲公民權是一個難得朝野有共

識的修憲議題。此刻，可以伴隨公民權案進行審

議的，應該只有調整修憲門檻案。 

  眾所周知，修憲程序已經改變，立法院即使送

出憲法修正案，還得經過全民複決。憲法時刻，不

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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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拱手讓人，憲改的門檻很高、憲改的內容也都存

在爭議，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修憲門檻必須修改，

否則如此高的修憲門檻形同保障現狀的不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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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重述八字善意箴言 

兩岸關係能否脫胎換骨？ 

 

吳瑟致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英文總統於 2020 年（今年）5 月 20 日對

外發表連任就職演說，演說中涉及兩岸關

係部分受到各界的關注，她以「和平穩定

的兩岸關係」為主軸進行闡述，並再度提及「遵

循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

務」、「和平、對等、民主、對話」八字箴言，此

呼應了她在今年 1 月 11 日勝選演說中的「為兩

岸關係和平穩定所做的承諾，不會改變」的立

場，體現不對抗、不妥協的延續性兩岸政策原則。 

 

蔡總統釋出善意與政策延續性 

 

  八字箴言以「和平」為首，顯然蔡總統對維

護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視態度，這也是「和平穩定」

作為破題的用心之處，更凸顯她「維持現狀」及

「反對破壞現狀」的態度不變。其次，就兩岸對

等的論述，最大的意義在於「雙方互不否認彼此

的存在」，凸顯兩岸互動中「不否認」與「承認」

之間的彈性空間，同時也守住基本原則，反對一

國兩制矮化台灣。第三，針對民主的強調，無非

是要凸顯兩岸制度的差異及遵循民主原則，言下

之意，兩岸之間的互動與談判必須是由政府及其

授權機構進行，如果不是，都可能有違民主的價

值。 

  蔡總統針對參與國際社會的論述，並沒有出

現亞洲民主同盟及印太聯盟等讓中共敏感的字

眼，也未將疫情肆虐歸責於中國，反而多次提及

台灣對於全球防疫的貢獻與角色，總體而言，「避

免敏感」是一種對中方的善意表述。值得關注的

是，蔡總統提及「願意跟對岸展開對話」，一來

讓兩岸有充分的資訊傳達，避免出現情勢誤判，

二來促使彼此的善意能如實如時傳達，而兩岸對

話是在和平、對等與民主的前提來進行，遞出對

話的橄欖枝是改善兩岸關係的敲門磚，促使雙方

朝向良性的互動關係。 

 

中國仍無善意的正面回應 

 

  遺憾的是，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於當天回覆

蔡總統演說的說法，卻看不到任何善意的解讀，

除了重述「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

通篇毫無新意，僅再重述「習五條」及「軟硬兼

施」的對台立場，其有二個意涵，一是無視蔡總

統呼籲兩岸對話的善意，二是無視台灣民眾反對

一國兩制的心聲。國台辦縱然僅批評「一些政客

製造兩岸對立」、「以疫謀獨極少數台獨分裂份

子」，且沒有點名批判蔡總統似有所克制，但仍

沒有表現出積極改善兩岸關係的態度。 

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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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日（5 月 21 日），中國全國政協會議也正

式開幕，政協主席汪洋發表了政協常委的工作報

告，有趣的是，除了深化兩岸的交流交往之外，

未提及「九二共識」及「反台獨」的相關論述；

無獨有偶，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5 月 22 日

於全國人大會議中發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

台政策仍保有「反獨促統」的論述，以及針對兩

岸交流、融合發展、保障台胞福祉政策措施等柔

軟論調之外，「九二共識」及「和平（統一）」的

內容不再復見。 

 

兩岸關係短期內仍難脫胎換骨 

 

  在蔡總統連任就職演講後，中國連續三次官

方文件都未述及「九二共識」之詞，各界議論紛

紛中共對台政策是否出現調整？然而，以中共的

統治調性來看，恐怕無法如此樂觀，而且這還需

要持續觀察方能加以定論；現實上，選擇「消極

不提」並不等於政策或態度已改弦更張，況且在

積極面上並未就「對話」有任何實質的回應。整

體而言，中共仍以「和戰兩手、軟硬兼施」的對

台調性，可預見的未來，中共對台進行「威嚇而

不易戰，擴大心理壓力」的文攻武嚇仍不會停

止，而且在統戰思維下，對台行「硬的不輕易退

縮、軟的更具針對性」的兩手策略已更為確定，

短期內兩岸關係改善的難度仍高。 

  未來值得留意的是，國際社會「因疫反中」

的聲音不斷高漲，加上美中衝突持續升高的形

勢，以及中國經濟疲軟及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內部

壓力擴大，兩岸和平穩定與否將直接牽動著中國

整體的發展，破壞兩岸現狀對中國而言將帶來更

為複雜的挑戰。基於此，維持現狀的兩岸和平穩

定是兩岸領導人的理性選擇，中國應當正視蔡總

統的呼籲與善意，「雙方都有責任謀求常相處之

道」；同時，對岸更必須理解台灣民眾對一國兩

制矮化台灣的反對，對於兩岸的交流互動與對等

對話，應以沒有政治前提的開放態度，才能讓兩

岸朝向長久和平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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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問題的兩難與不得不然 

 

張人傑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 

 
  

台灣看香港，香港問題的兩難是依違在國

際與國內之間，不得不然是切割中國才是

香港問題的正解，香港如此、台灣也不例

外，所以對台灣而言解決香港問題的處方很清楚，

就是盡快廢棄一中憲法；蔡總統五月 27 日針對香

港問題的臉書 FB貼文，在結語表示「之前有人質

疑，調整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是切割，這完全是錯誤

解讀。我也要再次強調，無論制度怎麼調整，我們

照顧香港人民的決心不變。」在黨派政治的攻防與

文青之外，這段話出自曾經歷練過大陸委員會主任

委員的蔡總統，似乎透露出些許委屈與微妙的兩難

處境，反應出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困境與無奈，也

就是修例「調整」到底是不是批評者所說的「切

割」，如果「決心不變」又為何需要「制度調整」？ 

  制度必須調整顯示目前港澳政策遭遇困難

甚至瓶頸，癥結在於目前台港關係的定位仍然糾

結在一中憲法的泥沼，即使中華民國台灣的說法

仍然沒有擺脫一中架構，蔡總統欲言又止的閃爍

其詞，充份透露一中包袱的重中之重；我們不妨

先回顧台港關係的定位，當年港英治下的台港關

係基本上是風平浪靜的，為了因應從港英移轉至

一國兩制的 1997 回歸變局，1995 年行政院草擬

了「港澳關係條例」草案，在 1997 年適時立法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簡稱條例）以規範台港

關係，內政部旋即公布「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

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簡稱辦法），蔡總統

在臉書說提供香港朋友協助，以及要求行政院提

出香港人道援助行動專案，或去年反送中運動後

立法院的許多議案爭論，乃至今年銅鑼灣書店台

北復業事件，都直接涉及辦法的規定與適用。 

  香港的變化將徹底改變中一港一台關係，在

港資與人才快速外移的潮流中，台灣必須提出對

策以保障台灣的利益與機會；目前條例雖有行政

授權的空間，辦法也只是殘補式的行政命令，如

果真的關心香港並決心爭取民心，口頭聲援以及

機遇性的行動專案是不足的，應考慮制定「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甚至是通過爭論多時的「難

民法」及移民法規，提升台港關係層次並聲援香港

民主發展，同時放寬辦法改善投資移民規定，縮短

港人居台時間的硬性要求，方便香港移民在取得台

灣居留權的同時，能夠繼續維持在香港的工作與活

動，並訂定多元化彈性化的移民管道，放寬各級學

生來台留學的規定與門檻，更彈性的開放港人來台

就學就業；提出誘因方案使台灣成為香港資金與人

才的首選，使台灣成為港資的庇護所以及港人的家

園，是我們目前必須積極努力克服的考驗。 

  針對中共毀諾以港版國安法沒收一國兩

制，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與貿易地位勢必一去不

復返；雪上加霜的是美國國務卿強硬聲稱聯合各

國制裁及撤資，運作施壓香港緊縮中國融資途

徑，以及可能剝奪或改變獨立關稅領域與自由貿

易協定；政府目前以人道援助、協助港人為基

調，似乎只是將香港問題納入「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的範疇，並沒有脫離一中架構的陰影；中共

不惜玉石俱焚的強推港版國安法，被評論家稱為

「二次回歸」及內地化，實際上就是中共極權統

治露骨的君臨香港，香港要擺脫這種被凌遲荼毒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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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運，唯一的出路與選項就是與中國脫鉤，這 是香港不得不然的選擇，台灣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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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院長與主要部會首長施政總體檢與防疫表現 

 

陳俐甫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編按:本文為新台灣國策智庫 2020年 5月 7日「520蔡英文總統就職 總統、 院長與主要部會首長施

政總體檢與防疫表現滿意度」最新民調記者會評論稿。 

  

1. 

英文總統之支持率創下就任以來最高。蔡

總統四年任期中除了上任初期的蜜月期以

外，直至與去年底之前，長達三年之間，

民眾的滿意度都低於不滿意度。但去年大選後期

起，她在競選中的表現或與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

的比較因素等，使得蔡總統的滿意度重新超過不

滿意度，至四月底的調查，滿意度已經高達七成

五，比就任初期的滿意度進步 23%，不滿意度雖

略高於就任初期，也只有 13.8%，但如考慮調查

誤差，應該同樣是史上最低的不滿意度。蔡總統

的滿意度在 2018 年民進黨地方選舉大敗以後止

跌回升，總統大選前繼續回升，去年底中國爆發

武漢病毒疫情後急遽上升。蔡總統的滿意度的上

升和不滿意度的減少同時發生，不表意見者則穩

定維持在一成多，可見這段時間蔡總統成功使原

本反對她的民眾成為支持者。 

2. 

  蘇貞昌院長就任初期，適逢民進黨敗選，同

時兼任民進黨主席的蔡總統被要求負起政治責

任，當時剛上任的蘇院長滿意度遠在蔡總統之

上，蔡總統不到三成，蘇院長則超過四成，蘇院

長這段期間的滿意度都穩定在四成多，比民進黨

的基本盤略高。年初總統大選後，經歷台灣抗

疫，蘇院長的滿意度又暴漲兩成，變成 68.9%，

也是史上最高，但比蔡總統的 74.5%要低。蘇院

長的不滿意度也是史上最低的 21.4%，但高於蔡

總統的 13.8%。這個民意支持結構有利民進黨政

府後續的內部穩定，不致出現下剋上或功高震主

的危機，蔡總統對新內閣的調整也可完全自主。 

3. 

  總統大選之後，國民對民進黨的支持度有顯

著提升，雖遠低於對蔡總統或蘇院長的支持，但

已經達到 40.5%，突破民進黨長期困守的三成。

年初立委選舉時，民進黨的政黨票也僅三成五左

右。在新興政黨環繞之下，四個月來民進黨的政

黨支持度已有成長。政黨消長方面，這次全國性

的民調中，最大在野黨中國國民黨雪崩式滑落，

只剩下 9.2%，甚至低於台灣民眾黨的 11.5%，民

眾黨的支持度較選前略降 0.6%，但國民黨大降

7.2%。國民黨自去年提名韓國瑜與民進黨的蔡英

文對決後，其政黨支持度由穩定的兩成五開始下

跌，此跌勢經歷大選與武漢肺炎事件仍未見止

歇。如不能止血，持續下去，最大在野黨或將由

老牌的國民黨變成民眾黨或時代力量等新興政

黨。 

  時代力量在去年內部改組後，支持度也開始

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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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跌回升，目前維持在約 7%。另一新興政黨台

灣基進黨則有 4.3%，以目前支持度而言，明年地

方選舉應會有斬獲，但尚不足擁有組織議會黨團

之實力。以本次民調的民進黨政府的支持度而

言，台灣基進的支持者在不少面向比民進黨支持

者更支持蔡政府的政策，加入民進黨地方黨團運

作的可能性最高。 

  反對政府政策者依序以國民黨、民眾黨的支

持者較高，且均過半反對。時力支持者反對蔡政

府政策的比例雖較民進黨支持者高，但不致過

半，而台灣基進黨對蘇院長的支持度甚至比民進

黨支持者還高，台灣基進黨肯定防疫期間政府切

斷對外交通的措施的比例甚至比民進黨支持者

更高。 

4. 

  新興的台灣民眾黨，他的支持者屬性仍然模

糊。在此次民調發現他的支持者對於民進黨政府

的防疫措施，除了產業紓困政策以外，基本上和

國民黨以外的其他新興政黨並沒有太大差異，一

樣「順時鐘」支持民進黨政府的政策。民眾黨支

持者中有 51.3%滿意蔡英文（相對國民黨只有

38%），不滿意蔡英文的人也只有 27.2%（相對國

民黨有 49.6%不滿意）；而對陳時中主持的衛福

部，滿意度竟然高達 75.4%，僅次於台灣基進黨

的 77.3%，比民進黨自己的支持者對衛福部的

69.4 還更高！ 

  民眾黨的支持者對蘇貞昌院長的滿意度與

不滿意度和國民黨的表現則較為一致。以上應可

解釋該黨的支持者對於傳統的民進黨政治人物

較為反感，但看待蔡總統與陳時中部長則較脫離

意識形態。他們雖然在政治光譜上常被稱為淺

藍，但他的支持者對蔡英文與陳時中都算滿意。

該黨主席柯文哲等領導精英，這段期間以蔡英文

與陳時中為主要假想敵，尤其經常對防疫政策唱

反調。但由民調看來該黨的支持者與該黨的領導

精英見解歧異，政黨高層的主張與支持者的看法

已有偏離的現象。 

5. 

  國民黨的支持者仍是最反對民進黨政府的

一群，在所有的面向都很明顯的迥異於其他政

黨。但在對外斷絕交通的防疫措施等方面卻有近

九成支持民進黨政府的作法，這與國民黨前主席

馬英九與該黨黨團的主張明顯扞格。也許是那些

主張悖離了他們的支持者，所以他們的政黨支持

度大幅滑落。另外，在民進黨在歷次選舉都沒有

佔過優勢的深藍基本盤：桃竹苗地區，本次民調

的支持度有明顯改變，自詡為客家妹的蔡總統在

此區域的滿意度此次約達到七成，蘇貞昌院長雖

低於蔡總統，但也有六成，民進黨在桃竹苗地區

的整體滿意度明顯增加。 

6. 

  防疫措施與蔡政府的中國政策、國際上對台

肯定與友善的氛圍，應是四月底調查時的主要背

景。故防疫成就、口罩外交、中國遭到國際聲討、

歐美等國對台肯定等都會反映在四月底的民調

上。而民調實施期間適逢內政部長與警政署長的

衝突、國防部磐石艦染疫等事件，也會對民調造

成直接影響，拉低對民進黨政府的滿意度，尤其

做為當事者的內政部長徐國勇與國防部長嚴德

發。本次民調果然也顯現兩位部長的高知名度與

較其他閣員要高的不滿意度。尤其磐石艦染疫事

件，於執行電訪時爆發，被傳最可能於內閣改組

去職的嚴部長，果然也民調中不滿意度較高的三

位閣員（國防、內政、陸委會）之中、不滿意度

最高，滿意度最低者，也是蘇內閣中唯一滿意度

低於不滿意的的閣員。 

  蘇院長個人滿意度不低，內閣閣員的平均滿

意度有 58.24 分。幾乎所有的閣員的滿意度都高

於不滿意度。蔡總統目前民調極高，沒有大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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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閣的必要性，以近八成的滿意度而言，調整

以後也未必有機會增加多少滿意度，故 520 之後

內閣的閣員應該不至於變動太大。 

7. 

  內政部長徐國勇、國防部長嚴德發與陸委會

主委陳明通是民調中知名度高、滿意度低的三

位，他們較可能成為在野黨挑戰的政治破口。經

濟部長沈榮津與勞動部許銘春被認為有貢獻但

知名度較低，而這些部長直接與防疫、紓困等業

務相關，尤其沈部長有口罩國家隊的具體功勞，

更是外交部能推動口罩外交、衛福部可以實施口

罩分配的後盾，該部應提升宣傳策略來為施政加

分。與國家執行防疫與紓困最直接相關的衛福部

長陳時中、交通部長林佳龍、外交部吳釗燮、農

委會陳吉仲等，較為民眾所知曉，並得到較高的

肯定，和民眾對政府的政策滿意度一致。文化部

鄭麗君雖有部分業務與藝術工作者的紓困相

關，但整體業務與防疫較無相關，卻仍有較高的

知名度與滿意度，表示他在內閣團隊中擁有較高

的個人政治魅力。 

8. 

  武漢肺炎是今年以來影響政治的最重要因

素，民進黨政府的防疫成就也反映在相關部會首

長的滿意度上。滿意度與知名度最高的陳時中部

長，去年底的滿意度只有 35.3%，此次突然躍升

到 93.9%。上次排名第一的林佳龍部長，去年有

49.3%，比陳時中部長要高很多，此次雖也升到

66.2%，但已低於第一名的陳時中，只能居於第

二。因為防疫成功，內閣閣員的整體滿意度都較

之前成長，滿意度成長最多的依序為陳時中

（166%）、吳釗燮（57.3%）、蔡清祥（52%）、沈

榮津（43.5）、許銘春（40.4%）、潘文忠（36.1%）、

林佳龍（34.3%），幾乎都是與防疫直接相關的部

會。 

  與防疫相關的政策制訂與執行能力，應該會

是台灣人民近期內最在意的政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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