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焦點

政策焦點
Economic
Forum

FOCUS

政策紀實

Taiwan

特別報導

傾聽青年心聲
實現世代正義

名家觀點

總統就職六週年記者會致詞
總統

馬英九

經建專論

統馬英九 5 月 20 日上午前往中國醫藥大學出席就職六週年記者會，並以

總

「傾聽青年心聲

實現世代正義」為題發表演說，致詞全文如下：

中國醫藥大學蔡董事長、李校長、各位資政、國策顧問、台中市黃副市
活動紀實

長、各位立委以及部會首長們、在場的老師同學和媒體記者朋友，大家早安，
大家好！

台灣景氣概況

青年本是社會資產，學運反映世代焦慮
在我就職六週年的今天，來到進步快速、校譽日隆的中國醫藥大學，和青
年朋友分享我的看法，深感榮幸。

經濟統計

這幾個月來，我不斷與青年朋友對話。不少年輕人告訴我，有些同學擔心
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剛進入職場的青年，也煩惱薪資成長跟不上物價、有年輕
人因為買不起房子而不敢結婚、也有年輕夫妻擔心養不起孩子而不敢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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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於就職六週年記者會表示，政府將持續傾聽青年的心聲與夢想，擴大青年的政治參與，凝聚進
步與改革的共識。

我必須誠實的說，台灣不少的年輕人是焦慮的。我一直在想，這樣的焦
慮反映的是什麼樣的問題？青年焦慮所凸顯的是結構性問題，以及世代交替的
陣痛，執政團隊並沒有忽視，但我們顯然做得不夠好，我們有責任，我們要改
進。面對青年的焦慮，我要提出 5 項回應：
一、全力改善學用落差，讓青年學以致用；
二、積極促進青年創業，讓青年勇敢圓夢；
三、加速實現居住正義，讓青年住得起台灣；
四、正面迎向自由貿易，讓台灣邁向全世界；
五、全面鼓勵青年關心國是，讓青年參與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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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們要全力改善學用落差，讓青年學以致用
政策紀實

近 20 年來，在「廣設大學」的政策下，每年大專校院以上的畢業生人數從
民國 81 年的 17 萬暴增到 101 年的 33 萬，翻了快一倍，以致供過於求，但企
業需要的技職人才卻嚴重短缺，造成年輕人失業率無法有效降低、薪資也無法
成長。面對這樣的現象，政府做了什麼？我們除了加速產業結構轉型，也要加

特別報導

強產學合作、提升學生對產業和市場的瞭解，增進學生專業知識與實作技能，
才能使學生畢業後為企業所重用。
政府各個部會，又各自做了什麼？教育部所做的，是積極推動大專校院學

名家觀點

生校外實習課程，以增進實務學習經驗。102 學年度已有約 5 萬名學生參與校
外實習，預計至 108 學年度將有約 9 萬名學生畢業前具有校外實習經驗，提升
就業競爭力。
勞動部所推動的「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給予 15 ∼ 29 歲以下的國中、高

經建專論

中（職）、二專及五專畢業生 2 年到 4 年的訓練，培訓符合企業需求的優質專業
技術人力，每年有 5,000 ∼ 7,000 個學生接受培訓。
去年底推動的「明師高徒計畫」，是勞動部新的構想，讓經驗豐富的師傅帶
領青年學習技能、為求職做準備。

活動紀實

各位可能會覺得，這不過是政府推出的一些計畫而已，真的有用嗎？我舉
個我親眼所見的例子跟大家分享。有一位 24 歲原住民青年馬浩然，因為肢障的
關係，高職畢業後，就業一直不順利。後來參加了「明師高徒計畫」，跟著屏東

台灣景氣概況

縣來義鄉有名的雕刻師塗南峰學習木雕技術有成，為創業鋪路。從去年 10 月到
現在，政府已經幫助了 250 多位「馬浩然們」學水電、學木工、學鈑金等，增
加就業競爭力。
勞動部還有一項「青年就業讚」計畫，針對初次求職或半年內連續失業的

經濟統計

青年，政府提供兩年 12 萬元的職業訓練補助。目前完成資格認定可以參加訓練
的有 28,802 人，已就業 19,210 人，其中參訓後就業的有 5,105 人。西方人說
「天助自助者」，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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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們要積極促進青年創業，讓青年勇敢圓夢
台灣擁有大量優秀的科技創新人才與新創團隊。台灣青年很爭氣，政府也
必須努力，力挺我們的年輕人。經濟部這些年輔導了許多新穎的動漫和 Apps。
很多七年級生，憑著創意與創新精神，加上政府從旁協助，開創了一片天。
各位也許要問，這樣的做法成效在哪？各位年輕朋友都常用 LINE 通訊，
一 定 聽 過 一 個 勵 志 的 創 業 故 事。 前 年 有 3 位 清 大 畢 業 生， 創 辦 了「 走 著 瞧
（Gogolook）」公司，發展出一款叫做「WhosCall」的軟體，最近被 LINE 的韓
國母公司 NAVER 收購，收購金額達到新台幣 5.29 億元，是公司一年半前成立
時資本額（500 萬元）的 100 倍以上。這是政府輔導與投資有創意年輕人的最
佳實例，也讓我們對這項政策更有信心。青年朋友的夢想遠大，政府要以有效
的政策，建立一個青年可以發揮創意與理想的環境，讓青年放手去闖蕩。
今年 3 月，行政院端出 3 年期、總共 170 億元經費的「青年圓夢計畫」。
這個計畫，希望藉由不同的工具，幫助想要就業和想要創業兩種目標不同的青
年，在職涯的道路上，都能開創自己的前程，預計 3 年內將催生 2,400 多家青
創公司，協助 15 萬青年就業。這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政府在協助青年創業及就
業上，力道最大的一項政策。
幾天前，我在總統府和幾位青年「社會企業家」分享他們創業的經驗，這
些年輕人讓我打從心底感到既佩服、又驕傲。
我跟大家分享幾個例子。「四方報」這家媒體，各位有聽過嗎？許多新移
民朋友一定看過。35 歲的林周熙先生，民國 95 年開始協助創辦「四方報」，現
在擔任主編。今天他也來到現場，我們請他和大家揮揮手好嗎？四方報以越南
文、泰國文、印尼文、菲律賓文、柬埔寨文等 5 種語文發行，不僅為來台的新
移民提供母國消息與生活資訊、紓解鄉愁，更長期作為弱勢發聲的平台，促進
不同語言文化的族群相互瞭解、融合，可說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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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以商業模式貢獻於社會公益的例子，是「2021 社會企業」的蔡松
政策紀實

諭先生，他的個人故事，很讓人感動，也讓人心疼。5 年前八八水災時，出身小
林村的蔡松諭失去了所有的至親好友、面臨人生最殘酷的打擊。他回到故鄉，
毅然地決定要為家鄉做點事。在他的奔走下，從暫時居住在組合屋、到「日光
小林」永久社區的完工，從號召村民製作手工鳳梨酥、香皂，到創立老梅膏、

特別報導

老梅餅等特色品牌，他的努力不僅讓鄉親走出悲痛，更讓他們在經濟上能夠自
立。他更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創業，希望讓其他懷抱理想的年
輕人，也能獲得外界的協助。

名家觀點

這些年輕人改變了世界嗎？我認為他們不只改變了自己的世界，也改變
了我們。這些青年朋友從「善念」出發，展現創新思維，在實踐理想的同時也
能填飽肚子，這個理念完全符合當前年輕世代重視自我實現的特質。因此，政
府要做各位的資源，政府要做各位的後盾，行政院即將提出「社會企業行動計

經建專論

畫」，從法規鬆綁，加大輔導資源及人才培育，建立經驗分享平台等方面著手，
支持大家放手去做！

第三、我們要加速實現居住正義，讓青年住得起台灣
活動紀實

過去兩年，政府特別重視居住正義。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制度實施以來，
到現在已受理申報並公開 85 萬 6,000 筆交易資料，有 3,329 萬人次上網查閱。

台灣景氣概況

這使消費者在購屋前，獲得正確的參考資訊，以抑制投機客炒房，這是邁向居
住正義重要的一大步。
在居住正義的議題上，哪些人是政府必須優先照顧的？三種人：第一、
青年學生；第二、初入社會者；第三、弱勢民眾。我們的租金補貼政策，讓

經濟統計

這三種對象每月每戶獲得最高 4,000 元房租補助，目前已有 3 萬 3,000 多個
家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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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獲得租金補貼的弱勢民眾怎麼辦？政府也在大台北地區推動社會住
宅，採用「只租不賣」的方式，用合理租金幫助青年租屋，目前已經完成 7,000
多戶、兩年內會興建完工的社會住宅還有 2,000 戶，2017 年台北世界大學運動
會閉幕後，選手村將提供 1,800 戶作為社會住宅出租。這些加起來，總共將超
過 1 萬戶。
那麼就業一段時間後卻仍然買不起房子的小資族，又怎麼辦？政府正在興
建將近 1 萬戶合宜住宅，包括機場捷運 A7 站、板橋浮洲的合宜住宅，都以市價
7 折出售。未來世大運選手村也將提供 1,192 戶以低於市價的水準，幫助青年
買房子。
此外，我的政見「青年安心成家方案」推動的 4 年（98 年∼ 101 年）期
間，有 6 萬 6,000 多個青年家庭實質獲得買房的零利率貸款，政府也持續請公
股銀行辦理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目前已有近 14 萬戶受惠，真正減輕青
年房貸負擔。

第四、我們要正面迎向自由貿易，讓台灣邁向全世界
美國華府智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4 月底發表世界各國的「痛苦
指數」，中華民國在全球 90 個受評比的國家中排名第 3 低，反過來說，也就
是最不痛苦國家的第 3 名，比英、美、星、韓、港等國家地區表現都要出色。
然而，不少青年朋友擔憂工作不好找、薪水不夠高，青年朋友們的擔心也是事
實，政府當然要全力來解決。
我們為了解決就業問題做了什麼？從民國 100 年到今年 7 月，我們連續 4
年調漲基本工資，月薪比 6 年前增加 1,993 元，漲幅超過 11％；時薪調漲兩
次，從每小時 95 元調到 115 元，漲幅更超過兩成；6 年來，我們也努力增加了
62 萬人就業。今年 3 月份的失業率已降到 4.03％，距離我上任時的 3.9％，只
差 0.13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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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字反映的是人民的基本生活，政府不能只做這些。我們必須診斷出
政策紀實

台灣之所以無法大幅調高薪資的真正關鍵所在。我認為，關鍵在現有產業結構
下，能獲利的空間已經有限。面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浪潮，我們如果不迎頭
面對挑戰，就只能等著被吞沒。
我國在迎向自由貿易的過程中，始終優先考慮台灣人民的就業機會與產業

特別報導

利益，但不能因此故步自封。因為從 400 年台灣發展歷史來看，「開放必然興
旺，閉鎖一定萎縮」。愈是面對經濟發展的衝擊，愈要解開保護主義的鎖鏈，因
為「保護主義不能保護任何人」，唯有讓台灣成為世界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一

名家觀點

環，才能確保台灣的經濟安全。
然而，在經濟自由開放的過程中，台灣社會總是針對同一個問題進行爭
論：「我們要如何面對中國大陸？」這一次的學運，反映的正是部分年輕人對兩
岸關係的疑慮。然而，我們必須瞭解，中國大陸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韓

經建專論

國、日本、新加坡及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我們不可能視若無睹或置之不理。
政府要做的，是追求機會極大化與風險極小化。我們 6 年來的兩岸政策，一直
都在做這種權衡與拿捏的工作。
其中，兩岸服貿協議是就是最近各界最關心的議題。針對這個爭議，其實

活動紀實

多數台灣人認為服貿對台灣經濟有利。去年 6 月 25 日立法院朝野黨團即已達成
服貿協議逐條審查、逐條表決的決議；根據民調顯示，多數國人都贊成《兩岸
協議監督條例》儘速完成立法，同時進行服貿協議逐條審查。

台灣景氣概況

在此我要呼籲朝野立委能體察民意，請王院長出面協調朝野黨團，讓《兩
岸協議監督條例》儘早完成立法，用周延的監督審查，讓未來所有對台灣人民
有利的兩岸協議更透明。在野黨也不應該違反「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精神，
動不動就霸占主席台、癱瘓議事，讓立法院空轉內耗，這樣下去只會拖垮台

經濟統計

灣。我們大家應該通力合作，讓《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儘速通過，才能讓台
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跨出一大步、讓台灣真正成為自由貿易島，這才是真正愛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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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我們要全面鼓勵青年關心國是，讓青年參與決策過程
以往有人認為，現在的年輕人對於社會冷漠。真的嗎？這樣的評價正確
嗎？最近我們看到青年對服貿、對核四等議題的高度關注，可見年輕人一點都
不冷漠。我要肯定青年關心公共事務的熱情，但也要再次提醒，任何訴求或意
見的表達，都必須要有法治作基礎，否則就會傷害到民主。多數國人絕不會認
同破壞憲政法治的違法行為。
如果政府容許任何人以霸占政府機關為手段，要求國家社會一定要接受他
們的訴求，那麼一定有人群起效尤，霸占國會、攻占官署，要脅政府，那台灣
的民主政治要如何運作呢？台灣的前途，不能用這種不民主、不和平、不理性
方式來決定！
有些青年朋友確實有想法、有行動力、也有改變社會的巨大能量。我認
為，唯有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機制，讓年輕人進入體制內，被看到、被重視，
讓政府的政策有年輕人的參與，才能有效拉近政府與青年的距離。
這一段時間，我不斷思考，要如何具體推動這樣的改變？改變要一步一步
來，讓我們從第一步開始。我要在此宣布，我已經請行政院江院長研究，在行
政院成立「青年顧問團」，邀請對青年議題有專業、有想法，並且具有改革熱忱
的人擔任顧問。青年顧問團的成員，將以 35 歲以下的青年為主，其他則是長
期關注青年議題的專家學者或民間團體代表。我希望這樣的組織，不只可以針
對青年人最切身的問題提出政策建議，包括教育、居住、求職、創業、結婚生
育、國際交流、志工服務等等，而且也能對其他重要公共政策的形成，提供年
輕人的觀點。
如果青年顧問團運作順利，下一步是什麼？將來這個制度可以進一步推廣
到相關部會，讓更多青年代表得以實地觀察政府的施政，並且在部會政策的形
成過程中，發揮諮商建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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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青年朋友，一起來改變台灣吧！一起來創造未來吧！我們期望，青年
政策紀實

顧問團的成立，能夠激發更多年輕人與政府的廣泛對話，提出各種政策構想。
政府的施政要更有創意、政府的施政要更有活力，政府的施政要更符合公平正
義。這些，都需要你的參與！

特別報導

理性溝通才能面對問題，才能勇敢圓夢
青年是台灣的希望，青年是台灣的未來，支持年輕人，就是支持台灣的希
望，就是支持台灣的未來。我一定會持續傾聽青年的心聲與夢想，擴大青年的

名家觀點

政治參與，凝聚進步與改革的共識。
我們需要的參與，是腳踏實地的實踐。嚴長壽先生最近就說，台灣不缺
批評，也不缺看到問題的人，真正缺的是願意捲起袖子實做的人。各位青年朋

經建專論

友，今天我就職滿六週年。對於未來的兩年，我沒有私心，只有誠心。希望大
家可以和我一起捲起袖子，打造更公平、更正義、更美好的台灣。我再次強
調，政府會竭盡所能做到前面所講的 5 項工作：
一、全力改善學用落差，讓青年學以致用；

活動紀實

二、積極促進青年創業，讓青年勇敢圓夢；
三、加速實現居住正義，讓青年住得起台灣；
四、正面迎向自由貿易，讓台灣邁向全世界；

台灣景氣概況

五、全面鼓勵青年關心國是，讓青年參與決策過程。
以上就是我在就職六週年要跟大家分享的心得。讓我們一起努力，共同打
造一個更美好的台灣。

經濟統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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