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焦點
Taiwan

Economic
Forum

FOCUS

七年奮鬥

臺灣出頭

總統就職七週年談話
總統

今

馬英九

（20）日是馬英九總統就職七週年，總統特別邀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
問以及許多來自全臺各地、各行各業的民間友人，共同見證這 7 年來臺

灣的改變與成長，並以「七年奮鬥，臺灣出頭」為題發表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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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論衡
2015年 夏季號

政策焦點

今天，我見到了許多熟悉的面孔，這讓我感到非常親切，內心也相當感動。
我看到蓮花阿嬤。每次看到她，我總是很驚訝，她都 90 幾歲了，還能有這麼

載的、一整個時代的悲傷故事。蓮花阿嬤，歡迎您隨時再回來。
我看到了來自新竹關西的徐怡君小姐與范剛仁先生。這一對夫妻，是年輕、

減少了一半的用水量。徐小姐，范先生，妳們種的番茄與草莓，不只省水，更是
好吃。

名家觀點

懂科技的農業新生代，用「滴灌」，也就是用水滴灌溉的方式，種植番茄與草莓，

特別報導

好的氣色。我也會想到「鐵盒裡的青春」、「沉默的傷痕」，以及她的經歷背後所承

政策紀實

總統致詞內容為：

我看到了空軍飛官高慈妤中尉，她是我國第一位空軍官校正期班畢業的女飛

元剛，他是清大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在服義務役時看見了國軍在洪仲丘事件後的

新訊專欄

官，剛剛以優異的成績完成 F-5E 戰鬥機單飛訓練。我也想到了特戰部隊的士兵呂

改革，決定投身軍旅。他們兩位證明了國軍近年來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募兵制將

現場還有很多老朋友，很抱歉沒辦法一一問候。這些老朋友來自臺灣不同的
角落，不同的背景，做的是不同的工作；但相同的是，他們跟所有臺灣人一樣，

民有六種傳統的核心價值，那就是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與進取。我的
這些朋友，就像你我一樣，都是擁有這些珍貴價值的臺灣人。他們一起見證了

路，不斷前進。
這 7 年來，海峽兩岸之間，變得和平、安定、繁榮；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更
千萬人，是我上任前的 2.6 倍，創造超過 4 千億元的外匯收入；不管是用入境旅
客佔人口的比例來衡量觀光成績，還是用購買力平價（PPP）來衡量國內生產毛
額（GDP）
，臺灣都勝過日本與韓國；我們的犯罪以及交通事故都大幅減少，成為

五； 性別平等程度全球第二，亞洲第一；我們尊重法治，保障人權，已經與世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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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統計

全球第二安全的國家；我們提升了司法的品質、紀律與效率，清廉印象指數亞洲第

臺灣景氣概況

受尊敬、更有尊嚴；我們真正做到「近者悅，遠者來」，去年來臺旅客已經接近 1

政策快遞

這 7 年來臺灣的真實改變，也共同希望我們國家的未來，能夠延續這條正確的道

活動紀實

都經歷過臺灣走過的一段顛簸道路。我在民國 97 年的就職演說中說過，臺灣人

經建專論

使國軍的人力素質越來越高，戰力越來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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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國家同步 ；臺灣的區域發展也更加均衡，我們有了六都、有了五楊高架公路、花
東鐵路電氣化與瓶頸段雙軌化，讓東部發展有了嶄新的機會、故宮南院與機場捷運
也即將在年底完工；我們開徵奢侈稅、要求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實踐居住正義；
我們也努力讓每一個期待走入家庭、生兒育女的年輕人，能夠享有更多政府提供的
福利。
剛剛走進來的時候，我的感覺，就像是走著這 7 年來，我們共同走過的這一
條改革之路。這 7 年來，我每一天都不敢忘記人民的付託，不敢忘記各位的期許。
這條路並不好走，我們遭遇了許多挑戰與挫折。

金融海嘯與八八水災
我想大家都還記得，7 年前我剛剛上任時，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世界經濟情況
非常嚴峻，我國也大受衝擊。政府立即進行危機處理：中央銀行連續七次降息；我
們馬上推出「三挺政策」：「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並迅速宣布
銀行存款全額保障，因此，我們沒有發生擠兌，更沒有一家銀行倒閉。
此外，最受國人歡迎的政策，就是 98 年 1 月我們發放每人 3,600 元的消費
券。這項措施，在當時是全球唯一，短時間之內重振了消費者與廠商的信心，讓大
家過了個好年。金融海嘯沒有打敗我們，我們四年五千億的擴大內需政策，讓我國
經濟快速反彈。民國 99 年，我們創造了經濟成長率百分之 10.63 的好成績，這是
臺灣 24 年來最高，也是世界第 4。
金融海嘯之後，我們又遭遇新的挑戰。98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來襲，重
創臺灣。當時我的心情與責任都非常沉重，立刻展開救災與重建的工作。從國軍的
出動、重建會的成立、政府預算的移緩就急、「重建特別條例》的通過施行，我們
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災後 6 個月，就已經有 600 戶災民遷入慈濟大愛村堅固美
觀的永久屋，這也是一項歷史紀錄。
最重要的是，八八水災之後，政府徹底檢討災害防救的策略。每當有颱風來
襲，一定要做到「料敵從寬，禦敵從嚴」，「超前部署，預置兵力，隨時防救」，希
望達成「防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防災」的目標。我們建立了一套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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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焦點

7 年走來，有甘也有苦，有成就也有挫折。每一次的挫折與重新站起，都讓我
增添信心—對我們所堅持的政策路線的信心，以及對臺灣人民善良與勇氣的信心。

今天的繁榮與安定。

說到經濟繁榮，真正的基礎，正是每一位在崗位上努力付出的臺灣人民。102

名家觀點

「產學訓計畫」

特別報導

我要特別謝謝全國人民，因為大家 7 年來的不斷付出，我們才能共同成就中華民國

政策紀實

不厭其煩的說明，堅持到底的演習，就是為了守護人民與家園，避免悲劇重演。

年 4 月 27 日，我去參訪臺中一家研發與生產工具機的「崴立機電公司」，並且認
約五年，是公司裡面第一條標準生產線的組長，月薪有 3 萬 5 千元。他告訴我，他
在彰師附工念高三的時候，就參加了勞委會的「產學訓計畫」，一邊在崴立工作，

工作的過程中發現所學的不足，不但儘量接觸新的機種，還報考了研究所，希望能
再多學一些。

經建專論

一邊讀書。這讓他「學歷、經歷，一次到手」，學以致用，提早在職場發展。他在

新訊專欄

識了勤益科技大學的張家維同學。我們見面的時候，他才念大四，卻已經工作了大

自從認識了家維以後，我就下定決心，不論是要推動「三業四化」，還是要

上。家維所參與的「青年人才培育深耕方案」，是我們在 98 年開始推動的政策，

活動紀實

打造「隱形冠軍」，政府一定要讓產業政策成果，落實在一個個的「張家維們」身

到今年為止，這項計畫預計培訓超過 26 萬人，參加這項計畫的青年，就業率都超

上次我跟家維見面的時候，我問他：「你一面工作、一面訓練、一面上課，會

政策快遞

過 8 成。

不會太忙？」他回答「不會忙，是充實」，他真的是一個非常成熟自信的年輕人。

了，不知道愛情的學分，你修了沒？如果立業之後，想要成家、生小孩，政府也提
供青年住宅政策、育嬰及幼托政策，請你多多愛用。

臺灣景氣概況

今天我想再問問家維，你研究所快畢業了，學業的學分已經快修完了，工作也穩定

經濟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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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大家可能覺得我是開玩笑，但大家可以問問在座的黃鈺琄女士；她生了兩個兒
子一個女兒，目前正在育嬰留職停薪中，應該有很深的體會。
今年母親節，我到臺北市萬華區黃女士家裡，和她的家人、孩子，共同度過了
一個非常溫馨的下午。黃女士是護理人員，也是一位幸福的媽媽，但她也非常坦白
的告訴我，對一個家庭來說，有新成員來報到，大家當然都很開心；但是對生兒育
女的婦女而言，卻是在工作與家庭之間一個痛苦的選擇。
她說，她從育嬰假推出時就注意到這項政策，但原本並沒有想要申請；直到生
下第 1 個孩子之後，現實擺在眼前，工作與照顧孩子實在難以兼顧。如果沒有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她可能就必須辭職回家照顧孩子，面對沒有薪水的困境。有了這個
津貼，讓她照顧 3 個孩子的時間，有 1 年半可以領取勞保投保薪資的 6 成；婦女
決定生育的時候，有政府做後盾，當然比較安心。
我們在 98 年推動「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時候，就是希望各位年輕的爸爸媽
媽們，能夠安心生育下一代，沒有後顧之憂。到現在，政府已經拿出超過 278 億
元，有 31 萬人受惠。「世界銀行」也說，臺灣這項政策是「對婦女最好的保障」。
去年底，我們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提供更多福利，例如陪產假、產檢假以及
擴大育嬰假適用範圍等等。
那麼當嬰兒長成幼兒之後怎麼辦呢？ 7 年來，政府的「托育費用補助」已經
補助超過 27 萬名幼童的家庭，一共 48 億元；100 年起，我們也提出 5 歲幼兒免
學費教育計畫，讓學齡前的孩子都能接受教育，經濟弱勢家庭的幼童可以享有更多
補助。
也許有人會問，
「年輕人買不起房子，怎麼敢生孩子？」。事實上，這 7 年
來，有 6 年新生兒都超過 19 萬，去年更超過 21 萬人，這讓我相當欣慰。政府先
後推出了「青年安心成家方案」跟「購屋優惠貸款」，一共協助 26 萬戶家庭減輕
居住負擔；我們也連續 5 次調漲基本工資，希望由政府帶頭，將整體薪資水平向上
提升，這都是以前的政府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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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焦點

我在現場也看到了許枝主先生，他是屏東新園種蘆筍的農民。我 96 年 9 月在

政策紀實

農業小革命

屏東 home stay 的時候，寄住在養鴨人家歐芳榮先生家裡，清晨撿完鴨蛋，就去

牛取了名字；枝主兄，你們家的「許大枝」、「許小枝」都還好吧？當時我在許大哥
的允許與指導之下，親自拉著老母牛許大枝犁田 10 分鐘。田犁完了以後，老母牛

的跟我說：「伊真歡喜啦！」
我認識許先生的時候，他已經年過 60，仍然親自帶著黃牛耕種他的蘆筍田。

小。我在跟許大哥見面之前，我就一直在想，怎麼改革我們的農業，讓耕地變大、
讓年輕人回到農村。我當時和許大哥討論我們要推動的「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也

新訊專欄

像許大哥這樣的情況，在臺灣的農民當中非常普遍，我們的農民年齡偏高，耕地偏

名家觀點

還「哞」的叫了一聲。我有點不安的問許大哥，「伊是怎麼了？」許大哥還蠻幽默

特別報導

高屏溪堤防上跑步，看到許先生和他的大黃牛在犁田。後來，我還幫許家的兩頭黃

就是讓年長的農民，把土地租給願意耕種的年輕人，不但老農可以拿租金退休，也

去？」我說：「當然不會啊，農民擁有的土地權利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他想了一

經建專論

能為農業注入新的活力。許大哥聽我講完，只問了一個問題，「阮土地以後咁會無

下，點點頭說：「按呢會使」。我聽了就放心了，決心全力推動這個政策。

多位年輕的大佃農。每人經營面積是國內農戶平均的 8 倍，大大提高經營效率。而
大佃農平均年齡 45 歲，也比國內農民平均小 17 歲。此外，在政策推動下，去年

政策，我相信，7 年來的農業改革，已經成功的為臺灣的農業帶來新的生命力。

我們不但把青年帶回農村，也把臺商帶回臺灣。今年 1 月，我到臺南亞獵士
公司，見到了謝昀芷總經理。這家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專業自行車鋁合金輪圈製造

經濟統計

廠，市占率百分之 50 到 60，世界第一。

臺灣景氣概況

兩岸關係

政策快遞

我國休耕地面積，已經比 96 年我上任前減少了一半以上。再配合我們的農村再生

活動紀實

7 年來，「小地主大佃農」成果斐然。3 萬多老農小地主，將農地出租給 1,600

Taiwan Economic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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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總經理跟我說，大陸自行車市場快速發展，他們公司原本打算到山東設廠，
但因為兩岸在 99 年簽訂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也就是 ECFA，關稅從百分
之 12 降到零，亞獵士就決定不去大陸設廠了，反而在臺灣擴大投資，預計今年臺
灣本地員工的人數，將會比民國 99 年成長百分之 50，把就業機會留在臺灣。我們
為亞獵士鼓個掌好不好？
其實不只是亞獵士，也不只是自行車產業，所有 ECFA 早收產業去年對中國
大陸的出口，比 99 年成長百分之 36，這其中有接近五成的金額是由中小企業所貢
獻。有些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甚至成長了 6 倍以上！這證明我們推動兩岸經
貿互動，不僅增加貿易量，更帶動中小企業的大幅成長。簽了 ECFA 之後，我們
與日本、紐西蘭、新加坡，都分別簽署貿易與投資協定。我們對大陸的出口總額上
升，但佔總出口比例反而下降，這證明我們對大陸市場，並沒有過渡依賴，這就是
「多元市場，分散投資」的成效。
這些成就，之前的政府做不到，我們憑什麼做到？原因很簡單：七年來，政府
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臺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以務實的精神，
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兩岸已經簽署了 21 項
協議，達成了 2 項共識；來臺就讀的陸生人數，也從我上任前的 823 人，增加到
現在 3 萬 2 千多人，成長約 40 倍。兩岸之間的交流，不是只有經貿往來，更有教
育、文化與社會的互動，為兩岸永續和平奠定基礎。

護漁與國際關係
我們今天在現場也看到了前基隆海巡隊的陳泗川隊長，他是我們保釣護漁的海
巡悍將。101 年 7 月，在一次保釣護漁行動回到臺灣之後隔天，他的父親過世了，
我聽到這個消息，很不忍，打電話安慰他。我到現在心裡都還在感嘆，這樣一個為
了捍衛中華民國主權，公而忘私的人民公僕，實在令人敬佩。我們大家給陳隊長一
點掌聲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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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焦點

292 位漁民，在 12 艘海巡署艦艇的護衛之下，前往釣魚臺海域進行和平抗議。陳
泗川隊長事後告訴我，當時海面上滿滿都是日本公務船，各種型號的船，以前沒看

當時，日本海上保安廳 34 艘艦艇，不斷對我國漁船噴射強力水柱。我們的海
巡艦艇當場也以水柱回擊，絕對不讓漁民在我國海域受到傷害。最後，我國漁船抵

都看見中華民國捍衛主權、保護漁權的決心。
我們雖然不懼怕衝突，但我們更珍惜與鄰國之間的和平。102 年 4 月 10 日，

名家觀點

達釣魚臺 2.1 海浬處宣示訴求後，安全返回，第二天全球媒體大幅報導，讓全世界

特別報導

過的，當天都看到了。

政策紀實

101 年 9 月 24 日，蘇澳區漁會發起「為生存、護漁權」行動，58 艘漁船，

我國依據「東海和平倡議」「主權無法分割，資源可以共享」的精神，跟日本簽署

護漁行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新訊專欄

了「臺日漁業協議」，解決兩國長達 40 年的漁業糾紛。陳隊長跟海巡弟兄勇敢的
剛剛講的是東海，現在，我再講一個南海的例子：大家對於 102 年 5 月 9 日

國漁民。政府在第一時間要求菲國政府道歉、賠償、緝兇與協商漁業協議，後來更
動用 11 項對菲國的經濟制裁，可以說傾舉國之力為漁民討公道。菲律賓對我方每

業會談，現在雙方對「臺菲漁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有了共識。最近有一個明顯的
例子：5 月 7 號被菲律賓留置的屏東漁船「昇豐 12 號」，在一週之內就平安獲釋，

活動紀實

一項訴求都有正面回應。我們也把東海和平倡議的理念擴及南海，跟菲律賓進行漁

經建專論

發生的「廣大興 28 號」漁船事件一定記憶猶新，當時菲律賓海巡隊員違法殺害我

這就是雙方建立合作機制的具體成果。

步，對比一下，就可以明白：我上任前的民國 95 年，臺東漁船「滿春億號」遭到

有受到制裁。
這幾年來，我們積極的在國際社會護主權、爭尊嚴。去年，我國已經連續 6
年以正式身分以及部長頭銜應邀出席「世界衛生大會」，也就是 WHA，衛福部蔣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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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部長現在也還在日內瓦開會。而全球給國人免簽、落地簽或簽證便利的國家與地

臺灣景氣概況

菲律賓警方開槍掃射，陳姓船長身亡，但當時的政府無力追究，到現在兇手仍然沒

政策快遞

這樣的結果是平白得來的嗎？不是，這是我們努力爭取的結果。這些年的進

11

區，89 年是 54 個，97 年還是 54 個，我上任到現在，已經擴大到 142 個了，增
加了 88 個，大家出國常去的地方更有百分之 98 不需要簽證了，這是我國有史以
來第一次。國家受尊敬，人民就有尊嚴，這才是主權的真實意義，這才是真正的捍
衛主權！

前瞻與結語
7 年過去了，值得我們訴說的故事當然不只這些，還有很多很多。這些故事，
說的都是過去 7 年臺灣的成長與改變，是我們全體臺灣人民打拚的成果，大家有
目共睹。我一直以「繁榮臺灣、和平兩岸、友善國際」為目標，努力為臺灣打好基
礎，培養實力。7 年來，由於政府與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們已經確立中華民國的發
展方向；未來，不論由誰執政，都應該延續下去。
尤其是過去 7 年來，我們在兩岸和平獲得的成果，得來不易，必須用心珍
惜，努力維繫。我們一定會積極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以及幾項已簽署的協
議在立法院審查通過，讓兩岸關係繼續走在和平與繁榮的康莊大道上，不斷往前
邁進。
我們也要持續照顧弱勢。把房屋租給弱勢家庭的愛心房東，我們會給他部分的
免稅優惠；未就業的民眾，我們會提供育兒津貼，預計明年每個月會有 17 萬個兒
童的家庭因此受惠；3 歲以下兒童就醫的費用，政府也會補助，預計明年會有超過
1,200 萬人次受惠。
5 天前，「勞動基準法」修正案通過了，規定每週工時不得超過 40 小時，以保
障勞工權益，有 340 萬勞工受益；「長期照顧服務法」也已通過了，未來有 76 萬
家庭、200 萬人次受益。我們會繼續推動「長期照顧保險法」立法，照顧年長者，
也照顧我們自己的未來。我們也會努力推動房地合一實價課稅，打擊短期投機，落
實「居住正義」。我的任期邁入最後 1 年的此刻，我們沒有鬆懈也不會畏懼困難。
此外，我要特別提醒大家，雖然去年我國的經濟表現不錯，在睽違 16 年後重
登亞洲四小龍第 1 名，今年第一季也是四小龍冠軍。但今年全球經濟依然危機四
伏，我們必須要做好準備，隨時因應可能的挑戰。未來 1 年，政府會持續推動各項

12

台灣經濟論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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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焦點

洋夥伴協定」（TPP）與「區域全面夥伴協定」（RCEP）的協商。
這些年來，我很感謝大家的肯定與支持，但我也聽到了批評與反對的聲音。

者。對於這樣的結果，我內心確實過意不去，而每次決定政策時，我心裡也往往陷
入掙扎。但是，身為國家的領導人，我要對人民負責，也要對我們的下一代負責，

但我沒有後悔。
舉例來說，我們在民國 101 年推動的油、電價格制度化政策，批評、反對的

名家觀點

更要對臺灣的永續發展負責，我必須做出正確的決定。這些決定，真的都很為難，

特別報導

我知道，過去我們推動的部分政策，確實讓一些人不滿，其中也包含許多我的支持

政策紀實

產業轉型政策，鼓勵青年創業。我們也會致力於國際經貿整合，力求參與「跨太平

聲浪相當大。我當時就說過，這項政策的決定非常困難、痛苦，而且絕對不討好。

最近，在油價公式化之後，我們終於也完成了電價的公式化，電價平均調降百分之

新訊專欄

但是我心裡很明白，能源價格的制度化、公式化、市場化，勢在必行，不能迴避。

7 以上。我們為能源價格建立了可長可久的制度，油、電價格從此照著制度走，不

人的改革成績與用心。對於改革過程所引起的風風雨雨，我負全部責任；然而，我
也有信心，這些決定，都禁得起時間的檢驗、歷史的考驗。

沈重的付託。只要能透過我們的努力，打造一個更幸福的臺灣，給子孫更美好的未
來，我願意讓這些批評與責難到我為止，一切由我承擔，讓下一任政府在這些改革

活動紀實

我會永遠記得，臺灣人民在兩次總統大選所給我的，不是個人的榮耀，而是

經建專論

再是政治操作的工具了。這只是一個例子，希望能夠說明我盡力留給臺灣、留給國

成果之上，持續與所有國人一同穩步向前。

結的 1 年。和解，讓我們能夠溝通；團結，讓我們能夠攜手。接下來的 1 年，乃

聚共識，為我們的下一代共同創造一個更受人尊敬、讓人感動的臺灣。

臺灣景氣概況

至更長遠的將來，我還會繼續努力，堅持改革，不會鬆懈，也希望全體國人同胞凝

政策快遞

我的任期還有 1 年，能做的事，還有很多。我希望未來這 1 年，是和解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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