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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出席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5 年國慶大會  

　　蔡英文總統今（10）日上午出席在總統府府前廣場舉行的「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5年

國慶大會」，並以「堅定向前，讓國家因改革而偉大」為題發表演說。

總統談話全文如下： 

　　今天是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的國慶。我要特別感謝遠道而來的各國貴賓，還有我們從世界各

地回到故鄉臺灣的僑胞。謝謝大家，跟我們一起來見證這個莊嚴的國家慶典。

　　我也要特別謝謝陳金鋒先生，今天他離開了熟悉的棒球場，帶領所有人唱國歌。他是我們全

臺灣人心目中的英雄。

       在國家生日的這一天，我要向這麼多年來，曾經為這個國家奉獻和犧牲的人，致上我最深的敬

意。

　　這個國家曾經走過威權統治、走過族群對立、也曾經走過國家認同的尖銳對立。對於過去，

我們心中抱持感念。現在，新政府肩膀上的責任就是讓這個國家脫胎換骨。

　　在 520就職演講中，我提到「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就是改變國家的處境」。過去幾個月以來，

我們所啟動的改革，每一項都是圍繞著這個主軸在前進。

　　年輕人憂慮房價太高、負擔太沉重，我們便著手辦理社會住宅。四年之內我們會辦理八萬戶，

預計八年辦理二十萬戶。臺灣會跟許多先進國家一樣，變成一個社會住宅普及的國家。

　　年輕人要衝刺事業，政府要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家中的長輩需要有人照顧，我們著手推動

長照制度。家中的小朋友需要照顧，我們著手推動托育計畫。

日期 :105-10-10 【總統府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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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年金制度可能破產，我們用最嚴肅的態度來處理這個問題。在年金改革之後，年輕人

的負擔會相對減少，年輕人也不用擔心繳交的費用，到老付諸流水，而且這個國家將公平地保障

每一個國民退休之後，有尊嚴的生活。

　　同樣的道理，我們推動轉型正義。新政府要給予臺灣的民主政治一個嶄新的開始，給年輕人

一個健康多元的民主政治，這就是推動轉型正義的真諦。

　　除了這些正在推動的政策之外，我們也正在推動經濟產業的振興。我們提出以創新研發為動

能的「5+2」產業發展計畫。在前一段時期，這些計畫以及相關法規修正配套，也已經一一啟動。

我們的目標很清楚，我們要為年輕人創造好的工作機會，提高他們的薪資。

　　產業轉型是振興這個國家經濟的根本之道，我們會堅定地往這條路邁進。但是這是一條漫長

的路，不過，我們有決心，突破各種困難。政府已經提出擴大投資方案，從改善投資環境、激發

民間投資、加強公營事業投資、以及強化創新等等，多管齊下，致力扭轉低迷多年的經濟。

　　我們的努力已經有初步的成效，上星期，我們在臺北舉行的全球招商大會。外資來臺的投資

意向金額，已經創下近年新高。外資重燃對臺灣的信心，是因為我們有堅定的決心及改革的勇氣。

臺灣經濟的振興及產業的轉型，關鍵就在我們自己。

　　親愛的國人同胞，改革的路上一定會有波折。不過，我誠懇呼籲全體國人，不要因為這些波

折而對臺灣失去了希望。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這個國家的所有人，可以一起好好坐下來思考：我們到底要留下一個

什麼樣的國家給年輕人？不要讓這個機會從我們手上溜走，決定權就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上。

　　新政府的藍圖很清楚，我們過去幾個月的作為，就是要讓這個國家脫離原地踏步的狀態。產

業轉型帶領臺灣經濟發展，社會安全網確保國民的安全，年金改革確保國家財政與人民的退休生

活，轉型正義要讓民主重新出發。同時，我們司法改革的準備工作也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中，一旦

司法人事到位之後，改革就會加速進行。

　　我們堅持帶領國家往前走，方向已經確定，我們將會在這個方向上繼續前進，絕不退縮。

　　臺灣人民嚮往和平、追求民主、希望走出去，希望對國際社會做出貢獻。

新政府上任之後，秉持「踏實外交、互惠互助」的原則，我走訪了巴拉圭和巴拿馬兩個邦交國。

會晤了巴拿馬、巴拉圭、多明尼加、宏都拉斯、貝里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等國的元首或副元首。

我們的副總統陳建仁先生則走訪了多明尼加及教廷。我們希望，外交不是單方面的投入，而是跟

友邦攜手規劃互惠的合作計畫，讓雙方共蒙其利。

　　我們積極地走向世界，即使參與國際組織的路不好走，但是我們還會堅定地走下去。臺灣從

來沒有在重要的全球性議題上缺席，即使受到壓力，我們依然要跟所有主要的民主國家一起努力，

希望對人類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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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幾個月，我們和友邦進行了多場跨國的活動，包括疾病防治、能源效率、婦女賦權，

以及為縮短區域數位落差所舉辦的電子商務訓練，以實際行動為區域發展做出貢獻。也在這段時

間，我們和不同國家積極討論災害防救、海上搜救以及各項海事合作議題，建構區域合作的能量。

臺灣能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就是我們臺灣人民值得驕傲的成就。

　　新政府跟美國、日本，以及歐洲等民主國家的關係，在 520之後，都有實質的成長。這些國

家對於臺灣的國際參與議題，支持的力道也超過以往。在這裡，我要代表國家向這些國際上的好

朋友，致上臺灣人誠摯的感謝。

　　同時，為重新定位臺灣在亞太地區的角色，並尋找新的成長動能，我們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

並且已擬定政策綱領及推動計畫。未來將在經貿、科技、教育、文化、觀光等方面，和東南亞、

南亞、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等國家，加強互惠互助的合作關係，並透過廣泛的協商對話機制，建立

合作共識，減少障礙。

　　我們和中國大陸在區域發展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臺灣將充分利用在人才培育、農業發展、

科技創新、醫療、中小企業等領域的經驗及優勢，為區域發展做出積極貢獻。我們也願意在區域

基礎建設及多邊經貿合作方面，和對岸進行協商，攜手合作，共同樹立歷史的里程碑。

　　對於兩岸關係，我要再次重申，建立具一致性、可預測、且可持續的兩岸關係，維持臺灣民

主及臺海和平的現狀，是新政府堅定不移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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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不會改變，我們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更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這是我們對「維持現狀」的

基本態度，也是基於對兩岸和平的共同願望。

　　我要強調，「維持現狀」更積極的意義，是在深化民主機制的基礎上，以更前瞻積極的作為，

推動兩岸建設性的交流與對話，進而建構可長可久的兩岸和平穩定關係。

　　我要呼籲中國大陸當局，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正視臺灣人民對於民主制度的堅信。兩

岸之間應該要盡快坐下來談，只要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有利於兩岸人民福祉，什麼都可以談。

兩岸領導人應該共同展現智慧和彈性，以冷靜的態度，一起把兩岸現存的分歧帶向雙贏的未來。

　　從 520到現在，過了一百多天，許多的工作，都逐步展開。我要在這裡特別感謝林全院長所

領導的行政院團隊。改革沒有捷徑，走捷徑的改革通常不是真改革。為了讓國家真正脫胎換骨，

新政府選擇一步一腳印，務實前進。有錯就改，對的事情，就堅持到底，不必憂讒畏譏。我想，

這才是臺灣人民期待的政府。

　　今年六月，我拜訪巴拉圭的時候，卡提斯總統告訴我：「你的國家比你想像的更大」。在今

天演講的最後，我就用這句話獻給我們全體國人。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讓人民相信，這個國家將

因改革而偉大。

　　謝謝大家。祝我們的國家國運昌隆、一切順利。

　　「維持現狀」是我對選民的承諾。在 520就職演

說中，我的每一句話都未曾改變：新政府會依據中華

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

兩岸事務。我們也會盡最大努力來維持兩岸間的對

話與溝通機制，我們會尊重 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

的歷史事實，也主張兩岸應該共同珍惜與維護 1992

年之後，20多年來雙方交流、協商所累積形成的

現狀與成果，並在既有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

關係和平穩定發展。我也呼籲，兩岸的兩個執政黨應

該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性對話，造福兩岸人民。

　　雖然過去幾個月，兩岸關係有些起伏，但我們的

立場仍然一致而堅定。我們的承諾不會改變，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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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 
日期 :105-10-07 【總統府新聞稿】

　　蔡英文總統昨（6）日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針對臺日關係、兩岸關係、臺美關係及南

海爭議等議題回應媒體提問。

　　針對臺日關係，總統表示，無論是從地緣政治或以歷史角度來看，臺日雙方在實質交流與人

民往來都非常緊密。總統也表示，她覺得安倍首相相當有國際視野與意志力，是熟悉區域事務與

國際事務的領導人，並期待與安倍首相合作，進一步強化雙邊關係並促進區域和平穩定。

　　總統也指出，我們將會跟日本共同召開「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可望在近期內共同對外

宣布會議的日程跟相關的訊息，以就雙方相關的海洋事務議題，廣泛交換意見。在經濟議題上，

「我們非常期待將來有機會能夠跟日本加大合作的力道」，尤其是日本具有技術研發與品牌形象

的優勢，臺灣則擁有完整的高科技及製造業的供應鏈，雙方有很大的產業合作空間。

　　有關兩岸關係，總統強調，「我們會有耐性，但是也希望對岸能夠展現更多的智慧」。總統

重申我們在 520所做的承諾不會改變，也就是我們會維持現狀，我們的善意也不會改變，希望共

同解決雙方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但是臺灣跟臺灣人不會在壓力底下屈服，我們不想回到過去那種

對抗的關係，希望是一種和平，而且相互合作、共同解決問題的關係。她也呼籲中國大陸方面能

回到 520之後的那一段時間，雙方都可以冷靜、理性地來處理兩岸關係。

　　在詢及即將在 11月初進行的美國總統大選時，總統說，我們相信也期待美國仍將信守《臺灣

關係法》與「六項保證」，並就我國的國防自主提供必要的協助，強化臺灣自我防衛能力。

　　在南海及東海議題上，總統強調，臺灣向來主張透過多邊協商來和平解決相關海域爭端，也

希望各國能夠重視臺灣是一個利害關係國，應該以平等地位被納入相關多邊爭端事務解決的機制。

所以，我們希望能儘速展開多邊的對話，尤其是對於南海海域，可以透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的方式來處理。在南海的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打擊海上犯罪、人道救援與災害救援這些非傳統

的安全議題上，進行有意義與建設性的對話。

　　談到臺灣年輕世代對兩岸議題的看法，總統說，這一代年輕人出生在臺灣、成長在臺灣，他

們認同、也熱愛臺灣，而且在自由民主的環境中成長，都有自主判斷及獨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她

覺得兩岸之間如果能夠維持一個健康交流的情況，對於年輕世代在思考兩岸問題方面，會有很好

的幫助，「鼓勵雙方年輕人交流是一個領導人應該有的態度」。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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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答問內容為：

   問：總統對目前臺日關係的看法如何？

總統：臺灣與日本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從地緣政治或是以歷史的角度來看，雙方在實質的交流也

好，人民的往來也好，其實都非常非常地緊密。同時，我們也看到現在、甚至歷屆的日本

政府都對臺灣保持相當的善意，尤其是現在的日本政府更積極地想跟臺灣有更多的合作來

強化雙邊的關係。所以我們很高興看到的是一個有善意，願意再更進一步與臺灣發展合作

關係的日本政府和友善的日本人民。

舉幾個例子來講，在我當選的第一時間，還有就任的第一時間，我們都收到來自日本政府

的恭賀，尤其是安倍首相個人的恭賀訊息。同時我們也非常感謝日本，在臺灣參與國際的

事情，給我們很多的支持。最近一次在「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案子，官房長官菅義

偉也公開發表支持臺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另外，在過去一段時間，雙方都發生大型

的地震，尤其在日本的熊本、大分，還有臺灣南部，雙方人民都表現出非常關切而且願意

協助的心情與態度，我相信這都說明兩國之間友善的關係及人民之間的親近。

　問：身為一個領導人，不曉得總統您對日本首相安倍的評價如何？安倍推動的外交（政策），

您又如何來看待？

總統：安倍首相在這一次就任首相之前，其實曾有幾次來臺灣，我們也有與他互動的機會，長期

以來，對臺灣來講，安倍首相是一位我們相當熟悉的人，我們也瞭解他對臺灣很善意。

安倍首相是一位熟悉國際事務的領導人，在這個地區的幾個主要國家之間，他都有去拜訪，

也有去瞭解，所以我覺得他是一位相當熟悉區域事務與國際事務的領導人，也相當有國際

視野，以我的觀察，我覺得他是很有意志力的一位領導人。

我想，安倍首相跟我們一樣，都很想對這個區域的和平穩定做出貢獻，我們也非常期待與

安倍首相在將來有好的合作，不但雙邊關係可以更進一步地強化，同時我們也可以為這個

地區的和平穩定，大家一起來努力。

　問：有關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前一陣子因為臺灣內部調整的關係，會議稍微延遲，不曉得

在什麼樣的時間點、什麼樣的時機，會再度恢復舉行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

總統：我們跟日本一樣都是屬於海洋的國家，也因此在海洋事務上，應該有很多共同的問題，還

有共同的利益可以去發展。所以，我們對於「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這個機制，是非常

的期待，也希望透過這個對話，可以就雙方相關的海洋事務議題，廣泛來交換意見，包括

漁業資源養護的合作問題、海上急難救助跟海洋科學研究這些項目，其實都是非常有意義

的事情。

這個機制（的）啟動是有一些遲延，但在近來雙方的努力之下，近期內我們將會跟日本共

同來召開「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雙方可望在近期內共同對外宣布會議的日程跟相關

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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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是不是這一個月？

總統：這個好像把我問倒了，這個可能要去問我們相關的機關。  不過，據我了解，應該是在近期

內，也不排除就在這個月。

　問：剛剛總統提到，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機制即將討論漁業資源的養護、海洋科學研究，以

及海上急難救助等議題，不曉得有關沖之鳥的漁業權、相關捕撈的權利，會不會在這次協

商範圍之內？

總統：我想，在沖之鳥的議題上面，我們雙方是有一些不一樣的立場，但是做為中華民國臺灣的

總統，我最關切的事情還是我們的漁權，也就是我們漁民在相關水域裡面可以進行漁業行

為，而且可以自由地進行，這是我們最關切的事情。如果雙方覺得是適合的，我們也非常

希望，在這一次的對話裡面，能夠把這個納入討論。

　問：有關於兩岸部分，蔡政府上臺迄今已經四個多月，這期間來自於中國的政治壓力以及經濟

上的打壓，可說是形式越來越嚴峻。總統在上個禮拜，民進黨成立 30 週年之際，曾經有

一封致黨員的公開信，信中表示，未來將全力抵抗來自於中國的壓力，且要盡量擺脫對中

國市場的過度依賴，朝建立健全、正常的經濟環境來努力。這個談話可以說是總統就任以

來，語氣最強烈的表達方式，尤其是不屈服於中國的壓力，未來是不是仍然在這樣的一個

基調來跟對岸交往？

總統：在 520演講，事實上，我把臺灣社會最大的彈性跟最大的公約數，都把它具體呈現在我

520的演講中。在 520演講之後，有一段時間我們確實感受到，中國大陸方面是相對比較

理性跟冷靜地來處理兩岸關係。

但是，在這段期間以來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又好像回到過去這種用對臺灣施加壓力來取得

政治立場上的前進，這種做法，我們覺得對雙方來講都不會是一件雙贏的事情。所以我近

來也講，第一，對於處理兩岸的關係，我們在 520所做的承諾是不會改變的，也就是我們

會維持現狀。第二，我們的善意也不會改變，我們是帶著善意來面對中國大陸，也希望共

同來解決我們所面臨的一些問題。第三，我們也想提醒中國大陸，臺灣跟臺灣人不會在壓

力底下屈服。第四，我也再一次說明，我們不想回到過去那種對抗的關係，我們希望的是

一種和平，而且相互合作、共同解決問題的一個關係。

或許這段時間，雙方之間是有一些誤解或者是錯誤的解讀，這更是讓我們覺得有需要雙方

趕快坐下來，能夠做好溝通，來面對問題。我也呼籲中國大陸方面，能夠回到 520之後的

那一段，雙方都可以冷靜、理性地來處理兩岸關係的那個時間。我們會有耐性，但是也希

望對岸能夠展現更多的智慧。

　問：對臺灣而言，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目前兩岸關係的氛圍當中，總統您要如

何再度帶領臺灣的經濟能夠再成長 ?

總統：過去有一段時間，臺灣對於中國大陸有很多的投資跟貿易，以致於我們覺得有一些過度依

賴中國大陸經濟的情況。不過近來我們越來越覺得雙方之間的經濟關係，不是像以前那樣

是一種在結構上互補的關係；現在的關係，在結構上越來越是一個競爭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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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要去尋找我們新的成長動能，有幾個面向在下一個階

段的經濟發展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我們要去尋找在經濟結構上，跟我們在這個階段互補

性比較強的國家，來強化跟他們的關係。

一方面，我們的新南向政策裡面代表的就是說，我們發現現在的東南亞跟南亞很多國家，

他們經濟上在這個階段跟臺灣的經濟互補性是比較強的。另外就是日本或者歐美的國家，

在研究發展上，科技及品牌的發展方面，對於我們來講，是有互補作用的這些國家，我們

也要去強化跟他們的關係。

所以這種雙向互補關係的建構，再加上我們持續經營在中國大陸的這一些經濟關係，讓臺

灣整體來講，在經濟發展上，維持一個平穩的基礎。這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們整體的經

濟戰略布局，外界很多人想用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覺得倒也不需要過度的做政治

解讀。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非常期待將來有機會能夠跟日本加大合作的力道。尤其是日本

具有技術研發跟品牌形象的優勢，臺灣則擁有完整的高科技跟製造業的供應鏈，雙方是有

很大的產業合作空間。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跟日本政府及日本的企業界，還有日本的民間展開全面性的對話，來尋

求我們經濟上互補與合作的機會。

　問：接下來請教兩岸關係，在李前總統執政的時候，曾將兩岸關係界定為所謂「特殊國與國之

間的關係」，在陳前總統執政時，也將兩岸關係用「一邊一國」的方式形容，歷任國家領

導人都有他們口語表達的方式來形容兩岸之間的關係，個人知道總統您也曾經擔任過李前

總統的智囊，對於兩岸之間的關係，如果要請您形容的話，您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表述？ 

總統：我可不可以再回到剛才的經濟問題上，再回來回答您這比較政治性的問題。我們與日本的

合作關係，不只是限於現在雙方的產業合作，我們也希望在將來的新南向政策當中，可以

和日本一起在東南亞、南亞尋求合作發展的機會。其實我們在新南向政策當中是希望與所

有的國家都可以合作，也不排除與中國大陸合作。我們也非常期待日本，尤其是我們曾經

在高鐵和一些重要的領域上都有很好的合作，所以可以共同在新南向政策上，持續地讓我

們雙邊的合作關係更進一步地發展。

就兩岸關係來說，我們在很多方面與中國大陸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也就是因為這樣子，所

以在 520演講裡面，我們試圖以最大的善意來縮短雙方之間的差距。

其實兩岸關係是一個演進的過程，所以我們在 520的演講裡面也特別強調，我們會在既有

的歷史事實與政治基礎上，來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現狀，而且也會依據現行的《中華

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相關的法律來處理兩岸的事務，這樣的說法其實對

於兩岸關係當中重要的內涵，已經做了重要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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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政府會尊重 1992年兩岸兩會溝通協商達成的若干共同認知與諒解的歷史事實。

我們認為，回歸到這個歷史事實是我們回應中國大陸訴求的重大善意表示。我們也呼籲中

國大陸方面放下歷史包袱，透過不設前提且建設性的溝通與交流往來，化解雙方之間的分

歧。

　問：接下來請教有關南海與東海相關的問題，特別是中國大陸在海洋方面的活動，可以說所有

的作為愈來愈積極，包括主權的主張，要如何讓這兩個區域能夠降低緊張，能夠用和平方

式來解決，不知道總統有何看法？ 

總統：臺灣向來主張透過多邊協商，來和平解決相關海域爭端，也希望各國能夠重視臺灣。我們

是一個利害關係國，也應該以平等的地位被納入相關多邊爭端事務解決的機制。所以，我

們希望能儘速展開多邊的對話，尤其是對於南海海域，可以透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的方式來處理。

我們在南海的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打擊海上犯罪、人道救援與災害救援這些非傳統的安

全議題上，我覺得大家可以坐下來，進行有意義與建設性的對話。

我們已經對太平島展開強化的作業，希望讓太平島可以變成是一個人道救援、科學研究的

基地，也可以和其他國家共同合作。

　問：想請教與美國有關的問題。美國在下個月即將進行總統大選，新總統將在明年一月產生，

美國新政府採取的外交與安全保障相關政策相信對臺灣安全也會有極大的影響，但是近幾

年美國在對臺灣關係上，似乎有諸多過度考慮中國大陸的傾向，特別歐巴馬政府也沒有賣

比較先進的武器給臺灣，例如新型戰鬥機或柴油潛艦等技術，所以身為三軍統帥的您，對

於現在中國軍事力量及臺灣防衛力量的評估，以及未來與美國新政府在安全保障上採取的

合作措施為何？

總統：無論哪一位候選人當選下一任美國總統，我們都期待他維持這個地區和平穩定發展的決心

不會改變，同時也會持續履行在臺灣關係法下的這些責任，也能確保六項承諾不會被遺

忘。

另外在國防方面，我們的國防自主防衛精神，是在發展國防上非常重要的一項原則。我們

基本上朝三個方向來做：第一，就是要提高軍人的士氣與尊嚴，並且強化對軍人的軍事訓

練，讓他們有能力來面對現代的戰爭，而且能使用先進的軍事裝備。

第二，除了持續外購先進的軍事裝備外，我們也要大力提高自製的能力，來達成國艦國造

與國機國造的目標；第三，在現代戰爭裡面絕對不能忽視的那一環，就是資通電的作戰能

力，這方面也是我們在現階段要去聚焦且加強戰備能力的地方。

我再講一次，無論美國將來下一任政府，是由哪一位來執政，我們相信也期待美國仍將信

守臺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並且就我們的國防自主提供必要的協助，讓我們的自我防衛能

力可以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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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在民主化浪潮之下，臺灣有所謂「天然獨」的世代出現，認為中國是中國、臺灣是臺灣，

臺灣意識比較強烈一點，對於所謂「一個中國」他們也採取比較反彈的態勢，對於這群世

代的想法，您的看法如何？以及兩岸的領導人要如何面對這群世代的出現，而又能營造和

平穩定的兩岸關係？

總統：我想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其實他們出生在臺灣、成長在臺灣，他們認同、也熱愛臺灣，對

臺灣的認同與熱愛，是他們在生命經驗裡面形成的一種自然的人性，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事情。而且他們在自由、民主的環境中成長，都有自己的自主判斷能力，也有自己獨立思

考的能力。所以他們接受的是他們可以認同的價值，而不是像以前是被教導的價值。這些

年輕的世代，不能夠把一個既有的想法與價值加在他們身上，而要讓他們自己去體驗、去

形成自己的看法，也絕對不會是領導人要求他們去接受某一種價值。

但是這些年輕人的好處是，他們對很多事情都採取一個開放的態度，也可以接受多元的價

值、多元的文化。所以我覺得兩岸之間如果能夠維持一個健康交流的情況，讓臺灣的年輕

人可以親身觀察體驗中國大陸的情形，也讓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來這裡走走看看，我相信對

於他們在思考兩岸問題方面，會有很好的幫助。我想，鼓勵雙方年輕人交流應該是一個領

導人應該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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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總統昨（4）日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專訪，針對兩岸關係、臺美關係及南海爭議等

議題回應媒體提問，專訪中總統特別強調，在兩岸關係上，她的「承諾不變」、「善意也不變」，

但「不會屈服在壓力之下」，也「不會走到對抗的老路上去」。

　　針對兩岸關係，總統重申她 520就職演說的內容已展現最大的彈性與善意，也把臺灣最大的

公約數都考慮進去，希望中國大陸尊重臺灣民主機制產生的立場與判斷，回到 520之後那段時間，

雙方盡力維持理性及冷靜的立場。她強調，維持現狀的承諾不變、善意也不變，但是我們不會屈

服在壓力之下，也不會走到對抗的老路上去。總統並呼籲兩岸儘快坐下來談，找出一個雙方都可

以解決的辦法，但是不希望在雙方有意義地會談時，受到政治框架的影響。

　　總統認為，對臺灣人而言，臺灣是一個很民主的社會，即便大家對很多事情有不同的想法，

但基本上都希望我們的民主，或者因為民主機制而產生的立場或判斷，中國大陸必須要尊重。

　　她希望中國大陸不要誤解，也不要誤判這個情勢，以為用壓力就可以讓臺灣人屈服。總統表

示，她相信在民主的社會，這種壓力是所有人民一起承擔，不是政府就可以直接做決定，必須探

求及探知民意之後才能做出決定，政府不可能做出違反民意的事情。

　　談及經貿議題，總統也認為，兩岸的經濟互補性已經慢慢減少，雙方其實愈來愈是一種競爭

關係。我們將以創新能力、工業基礎，以及技術研發的能量，再次促使臺灣經濟能夠升級、轉型，

讓臺灣更有國際競爭力。另外一方面，東南亞及南亞國家與臺灣的經濟互補性更高，我們也希望

推動「新南向政策」，再次強化與東南亞與南亞國家經濟、貿易及文化上面的連結。

　　在國際交往上，總統則強調實質關係的重要性，她說，我們跟其他國家在發展關係的時候，

重的是實質的關係，追尋的是市場邏輯，如果市場或經濟上存在互補性，這個關係就必須去發展，

讓經貿關係與實質關係上，能夠產生一種互利互惠的關係。我們也會盡力強化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並盡其所能貢獻國際社會，以爭取國際支持，讓臺灣可以更積極、更有意義地加入國際社會。

　　針對南海諸島與相關海域的問題，總統則說明，我們的相關主張符合國際法與海洋法的相關

規定，也主張南海爭議應該由多邊協商來解決，並希望所有的國家能確認臺灣是這個南海爭議中

相關的當事人，並參與多邊協商。我們也將持續強化在這個區域的角色，包括海上救難、人道救

援、科學研究等，將現在我們實際占領的太平島作為救助或研究功能的基地。

蔡英文總統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專訪，針對兩岸
關係、臺美關係及南海爭議等議題回應媒體提問

日期 :105-10-05 【總統府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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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答問內容為：

　問：您在四個多月前的就職演說中承諾尊重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既有歷史事實與政治基礎。 然

而，北京方面將此稱之為不完整的答案，並在政治、外交及經濟等方面開始對臺灣施壓。

是您的政府錯誤解讀中國？或是北京誤解您？

總統：我想，在 520的演講裡面，所有的演講內容其實都是做了很好的分析與研判之後，再以我

們本身臺灣最大的共識，所做出來最大善意、最有彈性的表達，我相信我們在 520所講的

這個立場，已經大幅度拉近我們與北京方面在立場上的差距。所以，對我們來講，520的

演講是一個最大的善意，也是一個最大的彈性。在 520之後，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方面也表

現出一定程度的冷靜與理性，所以之後我到巴拿馬訪問的時候，我們面對中國的阻礙是相

對比較小的，在後面的一段時間，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善意。

但是，我們又看到近來的一些發展，中國大陸北京方面好像又開始走回頭路的感覺，不僅

反應在「國際民航組織」（ICAO）這件事情上，同時，我們也發現他們對臺灣內部不同政

治立場的人做了不同的處理，這在我們傳統的想法裡，就是所謂的分化，如果我們用傳統

的語言來講，中國在這一段時間以來，好像又回到一條老的路子上面去，也就是打壓和分

化。這種做法，老實講，對臺灣人而言，因為臺灣是一個很民主的社會，即便大家對很多

事情有不同的想法，但基本上都希望我們的民主，或者因為民主機制而產生的立場或判斷，

中國大陸必須要尊重。

所以總結這段時間以來的發展，我想還是一樣，我們曾經承諾過要維持現狀，這個承諾不

變，善意也不變，但是我們不會在壓力之下屈服，我們不想、不願意、也不會走到對抗的

老路上去，但是我也希望我們雙方儘快坐下來談，讓雙方之間的溝通可以更好，讓許多不

必要的誤解可以排除，對我們現在所面對的許多問題，可以找出一個雙方都可以解決的辦

法。

　問：下週將是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中國的臺灣觀察家認為，這是您和北京改善關係的另一契

機。您打算說什麼？您是否會改變信息，向中國傳達另一種訊號？上週您發給民進黨黨員

一封公開信，呼籲黨員「要力抗中國的壓力」，中國大陸媒體稱這是「赤裸裸的對抗表態」。

您是要提升對中國的對抗或是造成兩岸關係的衝突？

總統：就像我剛才講的，北京在 520之後，有一段時間我們覺得他們是相對的理性及冷靜，但是

在這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看到他們不同的機構或個人對臺灣的講話或是做一些事情，感覺

上不像 520之後那段時間的理性和冷靜，所以我剛才也講了，我們應該要回到 520之後那

段時間，雙方盡力維持理性及冷靜的立場。

同時，我們在 520演講所表達的其實是一個最大的善意，也是最大的彈性。我也希望中國

大陸方面不要誤解，也不要誤判這整個情勢，以為用壓力就可以讓臺灣人屈服。我相信在

一個民主的社會裡，這種壓力是所有的人民一起承擔，不是政府就可以直接做決定，必須

探求及探知民意之後才能做出決定，臺灣政府不可能做出違反民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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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倒是要呼籲中國大陸，去瞭解臺灣民主社會裡面人民思考的方式，如果過度的加

壓，也不能正確地解讀臺灣政府代表人民所釋放出的善意及彈性的話，我也有點擔心雙方

的關係會愈來愈僵化。所以我剛才也講了，我們 520的承諾與善意不變，但是我們不會屈

服在壓力底下，我們不想也不願意回到對抗的老路子。

　問：「力抗中國的壓力」這個詞，您不擔心遭北京錯誤解讀嗎？當您籲請您的黨員及臺灣社會

這樣做時，對臺灣人民的意義是什麼？

總統：我寫這封信給我們黨員的時候，我是以主席的身分來寫信，在這封信裡面，我必須回應民

進黨黨員長期以來對於中國大陸的壓力他們的深刻感受，所以我在這封信裡面表達出我理

解他們的心情。我也告訴他們，我們應該要維持住立場，不應該在壓力底下屈服，這是我

寫這封信給黨員時最原始的用意，因為我們的黨員很擔心政府在中國的壓力下會屈服，而

放棄我們對自由民主的堅持。

　問：對臺灣整體人民呢？

總統：其實對全臺灣的人民來講，也是對他們的一個回應，因為在我們臺灣人民裡面，事實上有

非常多、應該是絕大多數的人對於中國的壓力是很敏感的。

　問：由於地理及歷史關係，中國對臺灣是無所不在。您有很遠大的計畫要重振臺灣經濟，並試

著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度。但北京似乎不斷增加對臺施壓：來臺的陸客人數下滑，引發相關

業者抗議；據臺灣官方預測，本年貴國經濟成長將略高於 1%，而本年外銷迄今已下滑。

您如何以長期經濟振興計畫平衡對中國的依賴度？您需要中國來促進近期成長時，又該如

何將對中國的投資，轉向與本區域其他國家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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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我想中國大陸的經濟也面臨到一些挑戰，例如他們工資的上漲，還有經濟結構的調整，甚

至於國際經濟景氣的不振，這些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來講都是挑戰。同樣的道理，我們與中

國大陸方面的投資與貿易也自然會受到影響，當然在過去，我們在中國大陸的投資與貿易

有一些經濟上的成果，在這些經濟上的成果，我們還是會繼續維持與中國大陸經濟與貿易

上的往來，但是我們也必須找尋我們自己經濟成長的動能，以及擴大與其他國家經濟貿易

的往來，使我們的市場可以擴大，我們的經濟規模也可以跟著擴大，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

們要做以下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臺灣內部的經濟必須進行結構性的調整，把以前我們非常注重在工業生產、

製造上面的效率，轉向一個更重要的價值取向的目標，也就是「創新」，藉由「創新」來

讓臺灣所生產的貨品或者是服務的價值可以提高，甚至於更有競爭力，因為只有這樣，我

們才能夠繼續地在國際市場上領先與競爭。

中國大陸的市場或者中國大陸的經濟與臺灣的經濟，其實在過去有看到的互補性，現在已

經慢慢減少，慢慢地中國大陸的經濟與臺灣的經濟其實愈來愈是一種競爭性的關係。我們

也希望以我們創新的能力、工業的基礎，以及技術研發的能量，讓我們再一次地使臺灣的

經濟能夠升級，能夠轉型，讓臺灣更有國際競爭力，這是我們內部必須要做的結構性調整。

另外一方面，除了中國大陸市場外，其實在亞洲，大家都覺得東南亞以及南亞是一個極具

潛力的地方，所以我們也希望於南亞、東南亞能夠開拓我們與這些國家在經濟、貿易、還

有文化的往來，讓我們市場的規模可以擴大，我們的經濟規模也因此能夠擴大。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覺得東南亞及南亞的國家與臺灣的經濟互補性更高，我們也希望過去

臺商在東南亞有相當多投資的基礎上，再次去強化我們與東南亞國家與南亞國家的經濟、

貿易、文化上面的連結，我們覺得以現在的情況來看，臺灣有很多的技術與經驗，其實是

東南亞許多國家現在所需要的，我們也很樂意與他們一起來分享。

您剛才有特別提到觀光客的問題，沒有錯，我們看到在今年 8月與 9月份觀光客的數字，

來自中國大陸的確實是有減少，但是我們也看到，近來是有慢慢回復的趨勢，那趨勢還不

穩定。但在同一時期，以我們今年一整年來看，其他地方觀光客的來源其實是有在增加，

所以我們整體觀光客的減少並不是很多，甚至於在其他地區的觀光客在增加的情況下，我

們預期觀光業的情況應該是還好。最重要的就是說，在過去依賴中國大陸觀光客的這些旅

遊業者，我們必須要給他們一些協助，讓他們進行調整，讓他們也可以服務來自其他國家

的觀光客。

　問：經濟結構重整與創新需要時間，在中國的經濟壓力下，您與臺灣人民已準備好渡過一段經

濟成長緩慢、低成長或無成長的時期嗎？

總統：就像我剛才講的，其實我們在過去幾年，即便是在前一個政府的時代，已經看到 (臺灣 )

經濟發展趨勢緩慢下來。我覺得這個經濟發展緩慢下來，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就是中

國大陸的經濟對我們來講已經越來越是一個競爭型的關係，而不是互補型的關係。而我們

(與 )中國大陸合作的商品或服務，已經被中國大陸本身的生產製造者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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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事實上，臺灣缺乏在十幾年前就必須開始進行結構改變的過程，以致於造成我

們今天經濟發展上動能不足。所以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快速把這個經

濟動能找出來。

您講的也沒有錯，如果我們只是依賴創新，我們沒有辦法在短期內 (讓臺灣的 )經濟轉型。

但我剛才也講過，臺灣經濟裡面，工業生產的能力非常強，研發能力也很強，(而 )我們的

人力資源也很豐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以現有的基礎，在擴大市場的過程中，找尋

現有基礎的擴充，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做「新南向政策」，我們要去強化在這個階段，跟

我們經濟互補性比較高的東南亞或者是南亞國家，讓我們現有的這些經濟基礎可以被充分

地在這些國家或在經濟裡面去利用。

同時，我們也可以加速在未來產業的創新。比方說 IOT產業、綠色能源，我們也希望生物

科技是一個重點發展，我們的機械產業，甚至於國防工業產業，都希望能夠很快發展出來。

我要告訴您的就是，我們不是從零開始，事實上我們已經在有未來性的產業上有很好的基

礎。只要政府能夠集中國家的資源，加快創新的腳步，這些產業很快就能走到下一世代去。

　問：經濟多元化是否也和臺灣的國際操作空間息息相關？您認為北京會允許臺灣加入多邊貿易

協定，或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嗎？近幾個月，中國已與甘比亞復交，政治分析家

預期，臺灣的二十幾個友邦中，有些將和臺灣斷交，北京將限縮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您將

如何解決類此外交封鎖，特別是在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方面？

總統：我可能要把我剛剛回應你的問題再重講一遍，因為我剛剛講的答案有點長。您覺得以創新

帶動經濟結構的改變需要時間，確實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希望，短期的方式，比如說像是

我們現在有的能量，能夠發揮在以現在臺灣的基礎有更多互補性的地方，也就是東南亞及

南亞，以我們現在有的這一些，能夠更有效率、更有用的，在東南亞及南亞發展。從中期

的角度來看，因為我們所有的基礎都在，所以只要我們集中資源、政策明確，這些創新就

會很快的把這些基礎帶領到下一個世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短期中期或長期，

臺灣的經濟只要按部就班，應該都可以穩穩的恢復其動能。 

而您剛才也提到我們跟其他國家的關係，雖然我們現在維持邦交的國家只有一些。但是我

們在實質的關係上，確實跟很多國家都維持著良好的關係。比如說在 520的就職典禮，就

有來自於 59個國家及 700多位來自外國的賓客參加，也有將近 10位的邦交國家元首與副

元首來參加就職典禮。

對我們來講，這些實質的關係也好，外交的關係也好，我們與他們維持關係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有沒有共同的利益。而我們的共同利益，就是在經濟上、在貿易上，以及我們共同所

追求的價值上，都有很好共同的基礎。如果說這些我們都能夠盡其可能的去發揮的話，我

覺得我們跟這些國家，無論是有邦交還是沒有邦交的國家，我們的關係都可以持續維持穩

定。

過去很多人覺得，外交關係或對外關係，政治跟經濟是可以分開的。但是在今天我們看到

很多國家跟國家之間，或者是國際關係，很多層面是維繫在經濟的相互互補性，或者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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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以及我們共同追求的價值是否相符。

也就是因為這樣，我們這個政府特別強調，我們跟其他的國家在發展關係的時候，重的是

實質的關係，追尋的是市場的邏輯，如果市場或經濟上，他的互補性是存在的，這個關係

就必須去發展。讓我們在經貿關係上與實質關係上，能夠產生一種互利互惠的關係，我想

在過去的這幾個月，我們跟很多國家都進行這樣子的對談。他們也都非常贊成，我們實質

的關係，也必須要配合市場的邏輯跟經濟的邏輯，這也是在下一個階段，我們在厚植跟其

他國家關係裡面最重要的原則。

　問：你打算如何強化臺灣參與國際組織？

總統：我們當然是要，我們會用我們的力量去強化跟其他國家的關係，也會盡我們所能去貢獻國

際社會，讓大家看到臺灣，也能夠了解臺灣存在的重要性。畢竟從過去到現在，臺灣經濟

的地位其實是不可忽視的，而臺灣在民主發展上更是在亞洲被人所稱道，因此臺灣本身就

代表一種價值，它是經濟發展成功的範例，它的民主發展也是成功的典範，臺灣社會所追

求的民主、自由、人權，這些都是普世價值。對亞洲而言，臺灣所代表的是一個新的典範。

國際社會在看到臺灣的時候，也應該可以體會到臺灣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事情，臺灣有意義

地、實質地、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對國際社會是正面的事情，也是正面的貢獻，我相信

我們會盡力去做，讓國際社會看得到臺灣，也正視到臺灣的重要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也希望國際社會可以幫我們、替我們發聲、替我們主持公道，在很多的關鍵時候，能

夠替我們一起解決困難，讓臺灣可以更積極地、更有意義地加入國際社會。

　問：最近，臺灣參與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受挫。請問您未來將如何避免這種情況？您如何從北京

的干預中獲取教訓、避免其干預以及獲得其默許臺灣擴大國際參與？

總統：我想雙方還是要坐下來談，在 ICAO事件，初期我們也有透過陸委會，希望雙方可以坐下

來談 ICAO的相關事宜，當然我們也有很多其他國家發表聲明，支持我們能夠在 ICAO的會

議上得到邀請去參與。一方面我們需要國際社會更強力的支持我們，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

能夠跟中國大陸方面坐下來好好地談一談，能夠找出雙方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

　問：臺灣另一個重要的關係是與美國的關係，然而，中國在這區域的影響力正在崛起。有些國

家正重新評估他們與華府的關係，以及美國對他們的承諾。您想從與華府的關係中獲得什

麼？您如何看待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唐納•川普或希拉蕊•克林頓勝選，是否將改變臺

灣在這區域的安全情勢？您有什麼訊息要傳達給這兩位總統候選人？

總統：我們當然不能在這個階段對美國總統大選有什麼樣的評論，不過我想不論是兩位主要候選

人中間任何一位當選，都會維持我們長期以來跟美國的關係，尤其我們也非常期待，在美

國新的政府成立之後，對於《臺灣關係法》跟過去的六項承諾都能繼續維持，同時根據《臺

灣關係法》依照臺灣的需求，能繼續提供臺灣所需要的防禦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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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國防還有我們自我防衛的能力，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可以穩定這個地區政治的

關係，同時也因為地區的穩定，使這個地區的繁榮與和平會有比較好的基礎，因此對於美

國政府的更迭，我們還是非常期待美國在亞洲、在過去所做的努力能夠持續，讓這個區域

的平衡跟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可以持續地維持下去。

　問：這區域的安全情勢正在轉變，只須看看南部鄰國菲律賓已經降低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就南

海問題，許多人士對於貴國政府及您個人都強烈反對國際仲裁法院的南海仲裁判斷，且派

遣海軍艦艇前往太平島相關作為感到意外。若干人士將此視為對北京釋出善意或有意維持

現狀之訊息。您為何採取此作為？為何不藉此機會改變臺灣的主權主張 ?

總統：對南海仲裁的判斷，我們的回應其實是以我們自己獨立的判斷，而且以臺灣的利益所做出

來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個判斷對於臺灣法律上的拘束力，

主要是有三個原因：第一、當然是我們沒有被邀請參與整個程序，因此我們沒有機會表達

意見。第二、在這個仲裁案的判斷中，稱呼臺灣為「中國的臺灣當局」，我們沒辦法接受。

第三、我們現在所實際占領的太平島是一個島，不是一個礁。事實上，我們也對國際社會

講清楚了不接受的理由是這三個，完全是我們獨立的判斷，以臺灣的權益為出發點的決定。

對於南海諸島與相關海域的問題，我們的立場其實很清楚，也就是中華民國對南海諸島與

其相關海域享有國際法與海洋法上的權益，換言之，我們對於南海諸島與相關水域的主張

是符合國際法與海洋法的相關規定，我們並沒有悖離國際社會的主流，希望整個南海爭議

的解決能夠符合海洋法、國際法與《聯合國海洋公約》等相關規定。

對於南海的爭議，我們一向主張應該由多邊協商來解決，我們也希望所有的國家能確認臺

灣是這個南海爭議中相關的當事人，我們應該參與多邊協商，同時也持續強化在這個區域

的角色，包括海上救難、人道救援、科學研究等，將現在我們實際占領的太平島作為救助

或研究功能的基地。

　問：另外，前任的馬總統與習近平舉行指標性的「馬習會」。會中，習近平與馬總統談論兩岸

享有共同的歷史和血緣，習近平也提醒臺灣遵守「一個中國」的承諾。您有與習主席會面

的想法嗎？若有機會，您想告訴他什麼？

總統：在馬習會中，我們有注意到雙方對一個中國問題的態度表達。我們覺得雙方可以見面、坐

下來談談是好事，但如果要設定政治的框架，我覺得不好。正因為在立場上有差異，所以

我們更要坐下來談，而不能說是因為我們要坐下來談，所以先去接受了我們本來就要去處

理需要用共同協商來處理的政治問題。所以這是中國大陸方面一向以來的想法，就是任何

有意義地協商都要有一個前提，這種政治框架對雙方關係的發展其實是有阻礙的。

我們當然也有顧慮到雙方之間在立場上的差異，因此我們在 520的演講中試圖展現最大的

彈性，也把臺灣最大的公約數都考慮進去。我在 520講到，我們會遵循中華民國現行的憲

法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務，以及我們認知到 1992年雙方有會談，也有一

些共同的認知，試圖去縮小我們在立場上的差異。這是我們的彈性，也是我們的善意，但

是我們不希望在雙方有意義地會談時，受到政治框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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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中國治理香港近年來引發當地人民諸多異議。您有關注香港的情況嗎？臺灣是否可從中汲

取教訓？

總統：我想香港近來，尤其在雨傘革命以後這段時間的發展，我們都非常、非常仔細地觀察，因

為我們與香港人民都有一個共同的追求，也就是自由、民主與人權，我們希望香港人的自

由民主還有人權被尊重，他們也可以在香港實踐一個民主制度裡面應該有的權益。當然，

我們所處的情況還是和香港不一樣，畢竟我們還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香港還是受到一

國兩制約束的地方，但是從共同追求的一個理想來看，民主、自由與人權確實是這兩個地

方共同所分享的價值，我們也會持續地觀察香港在這方面的發展與香港人民的訴求，以及

中國大陸如何處理香港人民對於民主、自由以及人權的追求。

　問：中國大陸在談論與臺灣關係的解決方案時，是否應該停止使用「一國兩制」模式？

總統：我覺得在政治處理上，臺灣與香港，條件確實是不同，但是我們有共同追求的目標，也就

是民主、自由與人權，我想，中國大陸在面對香港人日益增長對民主的渴望，我覺得應該

要尊重，讓香港人可以有一定的程度在他們民主的基礎上，去讓他們有他們的權利，讓他

們有他們的權利行使空間。

　問：我想了解一項數次被提及的議題。中國大陸最近幾個月以來，已切斷與臺灣正式溝通的管

道。為了重啟關係，或把關係調整回您初上任時的狀態，兩岸現在應如何進行溝通？您提

及擴展臺灣參與國際組織，請問您如何針對此議題與大陸交涉？兩岸應當如何進行溝通？

總統：我想從過去到現在，雙方溝通的管道其實是很多元的，不是只有限定在所謂的兩會溝通的

管道。雖然兩會的溝通管道現在是暫時停止，但是其他的管道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有讓雙方

實際溝通的可能。

我剛才已經講過，我們也希望能夠回到在 520跟 520之後的那段時間，雙方都能夠冷靜、

理性的面對這個問題，而且能夠表達善意。所以這個也需要我們各自再做一些整理 ，那我

們也再一次確認，我們的承諾不變、善意不變，但是我們不會屈服在壓力底下，也不想回

去對抗的老路。為什麼我要講這些，是希望能夠回到 520的那段時間的狀態。

　問：我們聽到兩項傳聞：一是您對貓的喜愛，一是據稱您喜歡開車，而且喜歡開快車。

總統：第一件事情是正確。第二件事情是有一點誤傳。當然我對小動物的喜愛是眾所周知。我家

裡不僅有兩隻貓，我還有三隻狗。我近來收養了三隻退休的拉不拉多犬，那是導盲犬。已

經七、八歲了，要退休了，所以我覺得牠們應該有一個好的退休生活，就收養了牠們。希

望我的兩隻貓，跟三隻狗能夠和平的相處。而我相信，應該有能力可以讓牠們和平相處。

第二件事情，開快車這件事情是有些誤傳。即便是我在比較年輕一點的時候，開車有時候

會快了一些，但現在是沒有這個可能性。



壹 

、 

蔡
總
統
重
要
談
話
文
件

政府兩岸政策重要文件

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overnment’s Cross-Strait Policies22

我喜歡開車到臺灣四處走走，我也常常告訴我們外國來的客人應該要開車繞臺灣一圈，因

為真的非常漂亮，而且對會開車的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如果你可以開蘇花公路、你可以

開北宜公路、你可以開南迴公路，那表示你開車的技術是可以被認定的。

我近來也試圖想開車，我也跟我的警衛人員商量說我可不可以開車？他們告訴我說可以，

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前面要有一輛車，後面也要有一輛車。那我就覺得這是沒有意義的

事情，我就認了。我就認定了這就是我必須要接受的一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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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5-09-14 【總統府新聞稿】

　　蔡英文總統今（14）日午間出席「2016大陸臺商秋節聯誼活動」午宴，說明政府的施政主軸

係推動「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思維的經濟發展新模式，以提振國內經濟活力，帶領臺灣脫

離長期的困境，並強調將盡最大努力增進兩岸良性互動，建立務實穩健、可長可久的兩岸關係。

總統致詞內容為：

　　今天是中秋節前夕，也是颱風天，這樣特殊的日子，能夠和大家在臺中聚在一起，感到非常

欣慰，我要特別歡迎臺商朋友回到臺灣，也先跟大家說聲，中秋節快樂！

　　就在前天，我們的海基會田弘茂董事長正式上任。田董事長不論在國際或兩岸關係上，都有

非常豐富的經驗，他曾經擔任國策顧問、外交部長以及駐英國代表；過去又曾推動國策研究院成

為國際知名的智庫，培養出許多專精兩岸議題的專家學者，他也擔任全國工業總會的最高顧問，

十分了解兩岸產業界的發展和需求。

　　我相信，以田董事長的專業和經驗，加上海基會與陸委會的充分配合，一定可以為臺商朋友

提供最好的服務。

　　在座的許多臺商朋友，為經營事業在海峽兩岸穿梭往返，對於臺灣經濟發展及國際競爭力的

提升，做出很大貢獻，尤其是最近幾年，面對日益艱困的經濟大環境，臺商為企業的轉型升級，

更加倍的付出，努力的打拚，從各位身上，我們看到臺灣企業的韌性和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

　　面對全球經濟的快速變化及可能的風險，從今（105）年 5月下旬日本伊勢志摩七大工業國

集團（G7）峰會到本（9）月上旬杭州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世界各國共同努力的方向，就是

採取積極性綜合對策穩定短期經濟情勢，同時，從中長期著眼，果決地推動經濟改革及結構性的

調整，尋求新的成長動能。

總統出席「2016 大陸臺商秋節聯誼活動」午宴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

北京強調進入經濟「新常態」，很多政策

都在調整之中，投資環境也發生很大的變

化，這對兩岸經貿及臺商都構成很大挑

戰。

　　對臺灣而言，我們不但要因應對岸經

濟變化所帶來的衝擊，同時，也要面對長

期結構性問題，導致出口競爭力衰退及貧

血式成長的困境。所以，新政府的最大責

任，就是提振國內經濟活力，帶領臺灣脫

離長期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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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一百多天，新政府做出很多努力

來改變臺灣的經濟。我們的施政主軸就是推

動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思維的經

濟發展新模式，並優先推動綠能科技、物聯

網、智慧機械、國防科技，以及生技醫藥產

業等五大創新研發產業計畫。

　　其中「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和「亞

洲‧矽谷推動方案」，目前都已經在行政

院院會通過，並開始實施。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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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兼顧長短期目標，行政院上（8）月下旬推出「擴大投資方案」，內容涵蓋各項改善投資環

境及延攬和培育人才措施，以及國營及泛公股事業所研提、總經費 3千 4百億元的各項基礎設施

興設與新興產業投資計畫。

　　同時，政府成立規模 1千億元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並整合國發基金、國營事業及民間

資源，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期能為臺灣創造更優質的投資環境，提升國家競爭力。

　　另一方面，因應區域經濟發展趨勢，我們也調整對外經貿戰略，啟動新南向政策，在 8月中

旬政府通過國安會所研擬「新南向政策綱領」，行政院也已發布實施「新南向政策推動方案」。

　　未來將從投資貿易、科技發展、觀光文化、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區域合作和雙邊及多邊協

商等各層面，建立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的新合作模式。「新南向政策」已從政策理念化為

實際行動，未來我們將持續深耕，一步一腳印，逐步累積經驗和成果。

　　這些努力，都是在加速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只要企業體質能夠持續改善，臺

灣經濟可以有力提升，未來兩岸經貿自然會有更大的空間、更健康的發展。

　　對於臺商朋友的心聲和遭遇的困難，政府一定會給大家最堅定的支持，並協助解決臺商權益

維護、生活照顧、子女教育等問題，我們也會強化各項輔導及服務機制，當大家碰到難題的時候，

政府會給予積極協助，不會讓臺商感到孤單。

　　大家都非常關切近來兩岸關係的變化，我要重申，政府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決心沒有絲

毫動搖，在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及人民最大福祉的目標下，我們會盡最大努力增進兩岸良性互動，

建立務實穩健、可長可久的兩岸關係。

　　我也要強調，兩岸關係發展是雙方共同的責任，我們期待海基會田董事長的上任，可以為兩

岸關係注入新的元素和機會，促使兩岸和諧互動，邁向新的里程碑。

　　海基會每年三節的活動，是政府與臺商朋友互動交流的好機會，今天很高興也謝謝大家共襄

盛舉，讓彼此的關係更緊密，未來田董事長的責任重大，也請大家多多給他支持，我們集結最大

的力量，一起面對挑戰，一起創造最好的成果！再次祝福各位中秋節快樂！

　　包括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小月、海基會董事長田弘茂、副董事長張天欽、經濟部次

長沈榮津、總統府副秘書長劉建忻、臺中市長林佳龍及「全國工業總會」秘書長蔡練生等人均出

席是場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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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參拜「蔡氏家廟」、視導「小三通及港區」並
出席「金門中秋博狀元餅」活動

　　結束今（10）日上午慰勉國軍訪視行程後，蔡英文總統下午續於金門參拜蔡氏家廟，並於水

頭碼頭視導「小三通及港區」，再度呼籲兩岸應該要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性對話，造福兩岸人

民。

　　總統以主祭者身份向蔡氏家廟的祖先祭拜後致詞表示，過去她曾多次造訪蔡氏家廟，今天再

度回到這裡，有說不出的感激與高興。除了要對祖先表達敬意，也祈禱蔡氏宗親的祖先能夠持續

保佑瓊林的蔡氏家族、保佑金門，更保佑臺灣國泰民安，讓臺灣人民都能衣食無虞，並讓下個世

代的年輕人都能有追求夢想的機會。

　　總統也提及，臺灣不僅是總統一個人的責任，希望大家都能共同努力，盡好這個世代的人所

應盡的責任，也希望所有鄉親能夠齊心協力建設金門，共同為金門的發展而努力。

　　隨後，總統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小月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水頭碼頭視導「小三通

及港區」。

　　總統致詞時談及，她於民國89年5月擔任陸委會主委時，兩岸之間尚無合法的直接經貿往來，

在她與中央各部會及金馬地方政府同仁日以繼夜的努力下，總算在半年後克服諸多質疑與挑戰，

於民國 90年 1月 1日開始實施「小三通」，開啟兩岸阻隔五十年後的正常往來，也為「大三通」

奠定深厚基礎。 

日期 :105-09-10 【總統府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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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指出，「小三通」運作迄今已超過 15年，去（104）年經由「小三通」往來的兩岸民眾

也逾 180萬人次。此外，今（105）年 1月至 7月的進出口貿易量亦達到新臺幣 132.8億元，較去

年同期成長 6成。她認為，「小三通」能締造如此成果，除了兩岸雙方的開放政策及良性互動外，

亦歸功於所有 CIQS團隊（海關、移民署、檢疫局、海巡署、港警局）、陸委會及金門縣政府長期

以來持續的付出與努力。總統並感謝所有關切離島建設發展的立法委員，在國會裡面給予最有力

的支持，讓「小三通」的軟硬體建設得以不斷優化。

　　總統進一步指出，「小三通」是兩岸關係的重要里程碑，它印證了兩岸之間只要能前瞻未來

發展，展現善意互動，雙方可以擱置爭議、存異求同，共同為人民謀求福祉，創造兩岸和平新局。

　　總統也表示，兩岸關係是承先啟後的歷史工程，她在 520就職演說時即重申要尊重 1992年兩

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也呼籲兩岸應該要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性對話，造福兩岸人民。

　　總統強調，金門對兩岸和平穩定關係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今日來到金門，看到 15年來「小

三通」累積呈現的豐碩成果，深切期許兩岸雙方能從「小三通」的歷史經驗，前瞻兩岸關係的未來，

堅持兩岸的和平往來和善意互動，為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做出更大的努力與貢獻。

　　最後，總統也預祝各單位長年為「小三通」付出心力的同仁秋佳節愉快，並感謝同仁們在中

秋節闔家團圓的時候，必須犧牲假期、堅守崗位，以確保「小三通」的作業順暢。今後，她也將

與大家共同努力推動兩岸關係，讓「小三通」越做越好。

　　稍晚，總統也前往清金門鎮總兵署出席「金門中秋博狀元餅活動」，並與當地民眾一起擲骰

同樂，現場氣氛熱鬧愉快。總統府副秘書長姚人多亦陪同總統出席是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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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專訪

　　蔡英文總統日前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專訪，針對兩岸關係、臺

美關係及南海爭議等議題回應媒體提問。

總統答問內容為：

　問：您對習近平的印象如何？ 

總統：就像我在 CSIS講過的，對於習近平主席能夠勇敢地採取措施進行反貪腐的這件事情，我覺

得在中國大陸發展的進程上，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也非常期待他在處理兩岸關係上

面，能夠有更大的彈性，也能夠充分認知臺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總統也好，或者政治領

導人的決定，是必須要依循民意，所以我也希望他能夠體認到臺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民意

的走向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問：有些學者說，習近平設定了要您同意 92 共識之期限，這個正確嗎？

總統：兩岸的問題很多人都很關注，很多人都有他們自己的觀察，不過我相信，習近平主席做為

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他應該有能力能夠綜合所有的情勢，來做一個很好的決定，做一個正

確的決定。尤其是臺灣已經是一個非常民主的地方，民意的走向其實非常重要，所以設定

期限，要求臺灣政府違反民意去承受一些對方的條件，其實可能性是不大的，我也相信他

們應該會有這樣的認知。

　問：自您 5 月下旬就職以來，陸方已經切斷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正式溝通管道，您打算如何處

理日常與北京間的關係？ 

總統：我們雙方之間溝通的管道其實是很多元的，尤其是在這幾十年來的發展，雙方的交流其實

非常多元而且頻繁，在交往的過程中，其實也產生很多互相溝通的模式，這些溝通不只是

在官方的層次，還包括每一個不同層級，還有民間的溝通，都在整個兩岸之間溝通的這種

結構裡面。我們雙方之間立場上的差異，其實在我 520的就職演講裡面，我也盡了最大

的力量，來讓雙方的立場可以縮小差距，我也相信在某種程度，中國大陸方面也會認知到

520講話裡面的善意。

　問：但看來似並非如此。中國大陸國務院臺灣辦公室表示，您的就職演說是「一個未完成的答

卷」，迄今並無公開的跡象顯示他們肯定您的立場。而您身為總統，是否和中國大陸政府

的對口有接觸？

總統：就像我講的，現在所暫停的是兩會的管道、陸委會與國臺辦的管道，這在官方的意義或許

是存在的，但問題是長久以來，雙方之間管道確實是很多元的，現在看到的兩會，也就

是海基會與海協會兩會的溝通體制，只是整個多元管道中間的一部分。當我講到多元，

其實它是有多層次的面向，不僅是政府在交流的過程中，很多政府機關跟他們在中國大陸

日期 :105-07-22 【總統府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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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口，也都有一定程度相互通訊息與交換意見的機制。I'm saying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government have differe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China.（我政府

各層級都有和中國大陸對口機構聯繫的管道）我不能在這個階段進入太多細節。

　問：您認為您有在縮小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隔閡嗎？

總統：這段時間以來，我們都非常謹慎處理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我們除了不採取挑釁的態度，防

止意外的發生之外，也希望透過資訊的交流，能夠建立起雙方的互信。

　問：您代表許多較偏向認同「臺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臺灣年輕一代，他們比老一輩更

支持獨立。身為總統，您要如何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但同時也要讓年輕的選民滿意，您

如何取得平衡？

總統：It is a fact that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different people of different ethnic origins, they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China. But they all agree on one thing: that is democracy. (事實上不同世代

和不同族群的民眾對中國大陸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們的意見一致，那

就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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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美國自 1979 年之後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在北京）代表「中國」，而將中華

民國的臺灣（首都在臺北）視為一個「實體」（entity），您覺得這是公平的嗎？

總統：我想我不太清楚美國在講這個字－ "entity"的時候，它的意思是什麼，但是這個 "entity"有

很多可以詮釋的空間。以臺灣來講，我們有一個完整的政府跟民主的機制，我們有軍隊，

我們是一個可以為自己做決定的國家。所以，或許美國或者其他國家有不同的想法或是不

同的角度，但從我們來看，其實絕大多數的臺灣人覺得我們確實是一個國家。

　問：沒有被國際社會承認，您是否覺得不公平？

總統：It is indeed unfair。(這確實是不太公平 )

　問：美國讀者與我都難以理解，身為臺灣總統，您只被允許在美過境停留 48 小時。

總統：It is indeed. (的確如此。)

　問：有報導指出，來自中國大陸的觀光客減少了，這會傷害臺灣的觀光產業嗎？

總統：我們是看到有一些在量上面的減少，但是整體而言，對我們觀光產業有多大的衝擊，我們

還在評估當中。不過整體來說，我們也希望我們觀光客的來源是多元的。所以，我們也會

持續強化對於其他來源觀光客的爭取，而且我們的觀光產業可以發展出適應不同來源的觀

光客，能夠更多元，而且更能夠適應不同的觀光客。

　問：中國大陸如果執意的話，可能會對臺灣施加更多壓力，他們會威脅破壞你們與邦交國的關

係並嚇跑他們，您會擔心這個嗎？

總統：關於經濟的手段，我不是指他們（中國大陸）現在正在做，但如果他們用經濟手段加壓力

的話，其實中國大陸也應該想像他們要付出的代價，就是今天中國大陸可以這樣對臺灣的

話，它也可以對其他周邊的國家。所以，我相信很多周邊的國家都會很仔細地觀察中國大

陸會不會對臺灣以經濟的手段來加壓，中國大陸如果要成為一個在這個區域是受尊敬的國

家，我相信他們會小心地考慮這件事。

　問：所以您認為臺灣與邦交國的關係會繼續維持嗎？

總統：我們會盡力維持我們的邦交國，也希望跟我們邦交國發展出一種互惠的關係，也就是在經

濟發展、社會發展、文化及教育上的交流都能持續強化，讓他們真心感受到與中華民國維

持邦交是一件有意義且有助益的事情。

　問：您的前任馬總統曾計畫向美國購買 66 架 F16 戰機，儘管有 47 位美國參議員致函支持，

但最後都沒有結果，您會繼續提出此項請求嗎？

總統：我們會持續評估國防的需求，持續向美國提出軍事合作計畫，所以這些方面我們會持續與

美方來進行溝通，同時也會對防衛需求做更準確的評估。在這個階段，我們的需求主要還

是在水面艦、潛艇、防空系統及網路安全，這些方面我們有比較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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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馬前總統之前也希望向美國購買柴電潛艦，但未竟其功，您會再重覆此訴求嗎？

總統：In  three  areas  our  needs  are  more  urgent, there are surface  ships  and  submarines,  air-

defense and cyber-security areas. In submarines, we are trying to develop our own, to develop 

indigenous capabilities.（在三個領域，我們的需求較急迫，如水面艦和潛水艇、空防和網

路安全領域。在潛水艇方面，我們正嘗試著開發自己的潛艇，發展本國的能力。）

　問：美國總統候選人柯琳頓（Hillary Clinton）與川普（Donald Trump），哪一位當選對臺灣比

較好？

總統：作為一個其他國家政府的領導人，我們不方便對美國總統選舉做過多的評論。不過我們也

希望，無論哪一位當選美國總統，我們都能夠持續現在的關係，而且在現在的關係上，發

展下一階段更緊密且互惠的關係。

　問：您施政的焦點是內政，像是提高薪資以及增加休假的時間，但是目前臺灣經濟成長率低於

1%，您如何在增強經濟發展的同時，亦增加社會福利呢？

總統：我想這些事情，不是一個藥方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其實臺灣的經濟需要做結構性的調整。

也就是我們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是走向以創新研發來讓我國的產業可以進到下一個階段、下

一個時代。這跟以往我們以製造、效率，也就是成本驅動的成長模式是不一樣。因此我國

在下一個世代的經濟產業規劃上非常強調創新與研發，而臺灣剛好是一個適合創新與研發

的地方，因為我們有很多好的產業基礎，也有很多好的研發人才。因此只要我國在這裡著

力夠深，我們會用幾個主要的產業來帶動整個臺灣產業的轉型，而這幾個主要的產業包括

生技、綠能、智慧機械、IOT的產業及國防產業。

　問：中國大陸不是你們第一大貿易夥伴嗎？

總統：到現在為止還是，但問題是因為兩方的經濟互補性已經開始在降低、而競爭性已經在加強，

所以我們對於雙方的經濟與貿易關係必須做一個重新檢討，務必要使雙方的經貿關係是一

個相輔相成且互利的關係，而不是一個過度競爭的情況。

The two economies in the past had a high degree of complementarity, and since we had the 

ability to organize a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then we move our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to China to make best use of its labor. And now the situation is very different. I mean, the labor 

cost is increasing and China has their own capability.（過去兩岸經濟有高度的互補性，而我

們擁有製造業能力，並轉往對岸，善用他們的勞力。而今非昔比，對岸勞力成本增加，且

已具備製造能力了。）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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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所以中國大陸變成臺灣的競爭對手？

總統：They are more and more our competitors.（他們越來越是我們的競爭對手了。）

　問：我看到您對海牙常設仲裁庭有關南海仲裁結果表示失望，該仲裁將臺灣聲索的太平島認定

為「礁」，而非「島嶼」，因此不能享有 200 浬專屬經濟海域，您會遵守仲裁庭的判斷嗎？

總統：我們已經公開聲明，這個仲裁的決定有損於臺灣的利益，所以我們不能夠接受，我們也

認為這個裁判對臺灣沒有法律約束力。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個是因為我們是一個重要

的利益相關方，但是我們沒有被邀請參與整個仲裁的程序。第二，我們對於被稱為「The 

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不能接受。第三，在這個地區，我們擁有主權的太平島，在裁

決中被認為是一個「礁」而不是「島」，這是違反我們長期以來的主張，我們也認為它確

實是一個島。在這裡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把臺灣政府對南海爭端的立場做一個說明。第一，

當然是有關南海爭端應該依據國際法與海洋法，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用和平的方

式來解決。第二，我們主張臺灣應該要納入多邊爭端解決的機制。第三，在這個地區的相

關國家有義務維護南海的航行與飛越自由。第四，中華民國主張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的方式處理南海爭議。我們期待相關國家能秉持相同方式進行協商，來和平解決這個爭端。

　問：您是亞洲地區首位並非出自於政治世家的女性總統，您如何做到的？

總統：我覺得我的出現其實跟臺灣的民主發展很有關係，也就是說，臺灣民主發展的過程是一個

漸進、由下而上的過程。所以臺灣的新世代領導人其實都來自民間或是跟基層有比較強的

連結的政黨。

　問：在男性主導的社會裡，女性要爬升到領導人的地位一定很難。 

總統：Yes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I  think  the  society  and  our  democracy  is mature enough to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politicians. They place emphasis on the quality and the 

value of individual politicians rather than their gender. So of course, some people will find it 

fashionable to find a woman leader, but I think the reason why people chose me as leader of 

this country was because of my policy, my values, suit the needs of Taiwan today.（某種程度

上是，但我認為我們的社會和民主已夠成熟，能欣賞個別政治人物的價值。他們重視個別

政治人物的品質和價值勝過性別。所以，當然，某些人會覺得找個女性領導人很時尚，但

我覺得人民選我當這個國家的領導人，是因為我的政策、我的價值符合現今的臺灣需要。）

Meaning that we represent people who want to have change in this society, after years and 

decades this place has been dominated by a single party, with the exception of 2000-2008, 

but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all dominated by the KMT. The whole social structure and values 

were shaped by this regime, KMT government, over the years. But people now realize that 

we're in a different situation now, we want to move forward, we have to restructure ourselves, 

and redefine the current values. So they want the place to be more democratic. They want 

this place to place more emphasis on human rights and transparency, in terms of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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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making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essentially people want to participate, they want to have a voice in the major decisions of the 

government. So this is somehow different from the way the government conducted business 

since the days when this place was an authoritarian place.（我們代表社會上渴望改變的人民。

這片土地除了 2000年到 2008年以外，數十年來均被單一政黨，即國民黨所主導，整個社

會結構及價值都由這個政權形塑而成。如今人民了解我們的環境已經不同，我們想要向前

行，我們想要進行重整，重行定義目前的價值。人民想要更為民主的環境，在政府決策過

程中，民眾能參與官方決策，並更重視人權及透明度。本質上來說，人民想要在政府重大

決策中，能參與其中並發聲。這與過去這片土地是威權統治、由政府主導的情境，有些許

不同。） 

　問：國民黨長期進行軍事統治？ 

總統：So  the  expectation  of  the people is very different. They want democracy, they want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y want transparency, they want to have fair elections, they want to have 

sound judicial system, not too much interfered by politics. They want to have an effective 

judicial system to settle whatever disputes that people may have in their daily lives so they 

want to have a good social safety net to protect them in case they fell in a very competitive 

society. （現在人民的期待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想要民主、民眾參與的機會與透明度，以及

公平的選舉；他們想要有完善的司法體制，不要有太多的政治干預；他們想要有效的司法

體制，以處理日常生活遇到的爭議，擁有妥善的安全網來保障他們，以防在競爭劇烈的社

會中陷入困頓。）

總
統
接
受
美
國
《
華
盛
頓
郵
報
》（The W

ashington Post

）專
訪



壹 

、 

蔡
總
統
重
要
談
話
文
件

政府兩岸政策重要文件

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overnment’s Cross-Strait Policies 33

總統出席「2016 大陸臺商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

　　蔡英文總統 8日晚間前往萬豪酒店出席「2016大陸臺商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肯定並感謝

臺商長期以來為兩岸經貿交流的付出與貢獻，並強調政府會持續推動兩岸互動交往，做為臺商最

堅實的後盾。

總統致詞內容全文為：

　　明天就是端午節，我非常歡迎大家回到臺灣來過節，先跟大家說聲，「端午節快樂！」

　　在 2000到 2004年，我擔任陸委會主委的時候，每年三節都會參加海基會舉辦的臺商活動，

和專程返鄉的臺商朋友共聚一堂，座談、餐敘，非常愉快、融洽。

　　多年後的今天，我以總統身分，在相同的場合和臺商朋友會面，看到不少過去熟識的老朋友，

也有很多新的朋友，感到欣慰和高興。 

　　我記得當年在陸委會時，致力維持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並和大家共同努力，為後來的兩岸

交流打下許多基礎。無論是小三通、包機直航、陸客來臺觀光、「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等政策，

或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全盤修正，都是兩岸關係維繫且持續向前推進，所必要的基礎工程。

　　時間過得很快，我不會忘記，在座的許多臺商朋友，這幾年在中國大陸，乃至全世界打拚，

為兩岸經貿交流，做了許多的努力和貢獻，在此，我要向各位表達誠摯的謝意。

　　在各種場合中，我經常告訴大家，政府要做人民和企業的後盾，政府絕不會讓在第一線努力

的臺商朋友們孤單無助。

　　我了解面對勞動成本上升、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全球經濟不景氣等等的壓力，各位的處境都

很辛苦。我們希望從幾個方向來努力、協助臺商突破困境，開啟新局。

　　首先，新政府會盡最大努力，協助臺商因應中國大陸的經濟變局，幫助各位臺商提升競爭力，

並減少後顧之憂。

　　我們會強化輔導臺商投資經營管理的各種機制，以及從技術面來協助臺商企業轉型升級。我

們也要確保所有的臺商、學校，都能提供優質的教學環境，讓臺商子女的教育，跟臺灣社會不脫

節，讓我們的臺商都可以放心打拚。

第二、我們要積極吸引臺商回臺投資。

　　新政府正在推動臺灣經濟結構的轉型，臺商堅毅勤奮的精神，是臺灣最重要的資產，所以在

這裡，我也要向臺商招手，請大家回來為臺灣一起打拚。

日期 :105-06-08 【總統府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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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們也要鼓勵及協助臺商布局全球。

　　新政府正致力於和亞洲、乃至亞太區域各國的經濟合作，為臺灣創造更多元、更有活力的對

外經貿網路。我們正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希望增進與東協、印度的各層面往來，發展更多元的

交流、更穩定的經貿夥伴關係，有些臺商已經移往東南亞，甚至前進印度投資經商，我們會整合

各方力量和資源，鼓勵及協助臺商對外布局，和大家攜手共進，開創新的生產基地，開拓新的市

場。同時，我們也會幫助已經在東南亞、印度的臺商，讓他們生根茁壯。

　　我也要在這裡特別強調，推動新南向政策和兩岸經貿，都是臺商全球布局的一環，彼此並不

衝突，而且還相輔相成，我期待大家都能夠用全方位布局的思維和做法，來面對新時代的挑戰。

　　臺灣經濟要再次成功轉型、向上躍升，需要穩定的內、外環境，兩岸關係是當中非常重要的

影響因素，各方都高度關切。在這裡，我再次重申，我會致力維持現狀，建立具一致性、可持續

且可預測的兩岸關係。這是我對大家的承諾，我會說到做到。

　　在五二０就職演說， 我們展現了最大的彈性，傳達了最大的善意，未來，我們會持續和對岸

進行溝通和對話，致力維繫兩岸間各項制度化的溝通和對話機制，持續推動經貿往來及各層次的

交流，促進兩岸之間的相互了解，建構更優質的互動環境。

　　我剛才強調，政府就是大家的後盾，我會要求海基會與陸委會充分發揮服務能量，幫助臺商

與臺灣民眾解決在中國大陸經商、求學與生活所面臨的問題。

　　大家出外打拚的辛苦，我都知道，也請大家放心，雖然今天跟大家見面，我的身分改變了，

但我做事的態度，與當年的陸委會主委一樣，而且會更積極、更全面。

　　我所帶領的政府，會持續跟臺商做密切的溝通、持續為大家解決問題，也一定會做臺商最堅

實的後盾。讓我們一起合作、一起努力，謝謝大家。

　　包括行政院長林全、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小月、經濟部次長沈榮津、海基會代理董事長陳

德新、全國工業總會常務理事何語、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及臺企聯總會長王屏生等均出席

是項活動。

　　我們要打造吸引臺商回臺的良好投

資環境，我們也要落實五大創新研發計

畫，全力推動綠能科技、物聯網、智慧

機械、國防科技，以及生技醫藥產業的

發展，利用創新來帶動臺灣產業的升級

與轉型，同時也為臺商創造更多的投資

機會。只要這些計畫成功，就可以幫助

臺灣，走出當前經濟的困境。而要保證

計畫的成功，需要一次全國的總動員，

我們期待各位回來臺灣投資，參與新興

產業的發展，大家同心協力，再一次創

造臺灣經濟的新里程碑。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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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14 任總統蔡英文女士就職演說

　　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蔡英文及副總統陳建仁伉儷今（20）日上午參加在總統府府前廣場舉

行的就職慶祝大會，總統並發表就職演說，演說全文為：

各位友邦的元首與貴賓、各國駐臺使節及代表、現場的好朋友，全體國人同胞，大家好：

感謝與承擔

　　就在剛剛，我和陳建仁已經在總統府裡面，正式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與副總統。

我們要感謝這塊土地對我們的栽培，感謝人民對我們的信任，以及，最重要的，感謝這個國家的

民主機制，讓我們透過和平的選舉過程，實現第三次政黨輪替，並且克服種種不確定因素，順利

度過長達四個月的交接期，完成政權和平移轉。

　　臺灣，再一次用行動告訴世界，作為一群民主人與自由人，我們有堅定的信念，去捍衛民主

自由的生活方式。這段旅程，我們每一個人都參與其中。親愛的臺灣人，我們做到了。

　　我要告訴大家，對於一月十六日的選舉結果，我從來沒有其他的解讀方式。人民選擇了新總

統、新政府，所期待的就是四個字：解決問題。此時此刻，臺灣的處境很困難，迫切需要執政者

義無反顧的承擔。這一點，我不會忘記。

　　我也要告訴大家，眼前的種種難關，需要我們誠實面對，需要我們共同承擔。所以，今天的

演說是一個邀請，我要邀請全體國人同胞一起來，扛起這個國家的未來。

　　國家不會因為領導人而偉大；全體國民的共同奮鬥，才讓這個國家偉大。總統團結的不只是

支持者，總統該團結的是整個國家。團結是為了改變，這是我對這個國家最深切的期待。在這裡，

我要誠懇地呼籲，請給這個國家一個機會，讓我們拋下成見，拋下過去的對立，我們一起來完成

新時代交給我們的使命。

　　在我們共同奮鬥的過程中，身為總統，我要向全國人民宣示，未來我和新政府，將領導這個

國家的改革，展現決心，絕不退縮。

為年輕人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

　　未來的路並不好走，臺灣需要一個正面迎向一切挑戰的新政府，我的責任就是領導這個新政

府。

　　我們的年金制度，如果不改，就會破產。

　　我們僵化的教育制度，已經逐漸與社會脈動脫節。

　　我們的能源與資源十分有限，我們的經濟缺乏動能，舊的代工模式已經面臨瓶頸，整個國家

極需要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日期 :105-05-20 【總統府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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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人口結構急速老化，長照體系卻尚未健全。

　　我們的人口出生率持續低落，完善的托育制度始終遙遙無期。

　　我們環境汙染問題仍然嚴重。

　　我們國家的財政並不樂觀。

　　我們的司法已經失去人民的信任。

　　我們的食品安全問題，困擾著所有家庭。

　　我們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

　　我們的社會安全網還有很多破洞。

　　最重要的，我要特別強調，我們的年輕人處於低薪的處境，他們的人生，動彈不得，對於未來，

充滿無奈與茫然。

　　年輕人的未來是政府的責任。如果不友善的結構沒有改變，再多個人菁英的出現，都不足以

讓整體年輕人的處境變好。我期許自己，在未來的任期之內，要一步一步，從根本的結構來解決

這個國家的問題。

　　這就是我想為臺灣的年輕人做的事。雖然我沒有辦法立刻幫所有的年輕人加薪，但是我願意

承諾，新政府會立刻展開行動。請給我們一點時間，也請跟我們一起走上改革的這一條路。

　　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就是改變國家的處境。一個國家的年輕人沒有未來，這個國家必定沒有

未來。幫助年輕人突破困境，實現世代正義，把一個更好的國家交到下一個世代手上，就是新政

府重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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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經濟結構的轉型

　　要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未來，新政府要做好幾件事。

　　首先，就是讓臺灣的經濟結構轉型。這是新政府所必須承擔的最艱鉅使命。我們不要妄自菲

薄，更不要失去信心。臺灣有很多別的國家沒有的優勢，我們有海洋經濟的活力和靭性、務實可

靠的工程師文化、完整的產業鏈、敏捷靈活的中小企業，以及，永不屈服的創業精神。 

　　我們要讓臺灣經濟脫胎換骨，就必須從現在起就下定決心，勇敢地走出另外一條路。這一條

路，就是打造臺灣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新政府將打造一個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追求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改革的第

一步，就是強化經濟的活力與自主性，加強和全球及區域的連結，積極參與多邊及雙邊經濟合作

及自由貿易談判，包括 TPP、RCEP等，並且，推動新南向政策，提升對外經濟的格局及多元性，

告別以往過於依賴單一市場的現象。

　　除此之外，新政府相信，唯有激發新的成長動能，我們才能突破當前經濟的停滯不前。我們

會以出口和內需作為雙引擎，讓企業生產和人民生活互為表裡，讓對外貿易和在地經濟緊密連結。

　　我們會優先推動五大創新研發計畫，藉著這些產業來重塑臺灣的全球競爭力。我們也要積極

提升勞動生產力，保障勞工權益，讓薪資和經濟成長能同步提升。

　　這是臺灣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我們有決心，也有溝通能力。我們已經有系統性的規劃，未

來，會以跨部會聯手的模式，把整個國家的力量集結起來，一起來催生這個新模式。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不要忘記對環境的責任。經濟發展的新模式會和國土規劃、區域發

展及環境永續，相互結合。產業的佈局和國土的利用，應該拋棄零碎的規畫，和短視近利的眼光。

我們必須追求區域的均衡發展，這需要中央來規畫、整合，也需要地方政府充分發揮區域聯合治

理的精神。

 　我們也不能再像過去，無止盡地揮霍自然資源及國民健康。所以，對各種汙染的控制，我們

會嚴格把關，更要讓臺灣走向循環經濟的時代，把廢棄物轉換為再生資源。對於能源的選擇，我

們會以永續的觀念去逐步調整。新政府會嚴肅看待氣候變遷、國土保育、災害防治的相關議題，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也只有一個臺灣。

第二、 強化社會安全網

　　新政府必須要承擔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強化臺灣的社會安全網。這些年，幾件關於兒少安全

及隨機殺人的事件，都讓整個社會震驚。不過，一個政府不能永遠在震驚，它必須要有同理心。

沒有人可以替受害者家屬承受傷痛，但是，一個政府，尤其是第一線處理問題的人，必須要讓受

害者以及家屬覺得，不幸事件發生的時候，政府是站在他們這一邊。

　　除了同理心之外，政府更應該要提出解決的方法。全力防止悲劇一再發生，從治安、教育、

心理健康、社會工作等各個面向，積極把破洞補起來。尤其是治安與反毒的工作，這些事情，新

政府會用最嚴肅的態度和行動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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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金的改革方面，這是攸關臺灣生存發展的關鍵改革，我們不應該遲疑，也不可以躁進。

由陳建仁副總統擔任召集人的年金改革委員會，已經在緊鑼密鼓籌備之中。過去的政府在這個議

題上，曾經有過一些努力。但是，缺乏社會的參與。新政府的做法，是發動一個集體協商，因為

年金改革必須是一個透過協商來團結所有人的過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召開年金改革國是會議，由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代表，在社會團結的

基礎上，共同協商。一年之內，我們會提出可行的改革方案。無論是勞工還是公務員，每一個國

民的退休生活都應該得到公平的保障。

　　另外，在長期照顧的議題上，我們將會把優質、平價、普及的長期照顧系統建立起來。和年

金改革一樣，長照體系也是一個社會總動員的過程。新政府的做法是由政府主導和規劃，鼓勵民

間發揮社區主義的精神，透過社會集體互助的力量，來建構一套妥善而完整的體系。每一個老年

人都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社區，安心享受老年生活，每一個家庭的照顧壓力將會減輕。照顧老人的

工作不能完全讓它變成自由市場。我們會把責任扛起來，按部就班來規劃與執行，為超高齡社會

的來臨，做好準備。 

第三、 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新政府要承擔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在這個議題上，新政府會持續和公民

社會一起合作，讓臺灣的政策更符合多元、平等、開放、透明、人權的價值，讓臺灣的民主機制

更加深化與進化。

　　新的民主機制要能夠上路，我們必須先找出面對過去的共同方法。未來，我會在總統府成立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用最誠懇與謹慎的態度，來處理過去的歷史。追求轉型正義的目標是在追求

社會的真正和解，讓所有臺灣人都記取那個時代的錯誤。

　　我們將從真相的調查與整理出發，預計在三年之內，完成臺灣自己的轉型正義調查報告書。

我們將會依據調查報告所揭示的真相，來進行後續的轉型正義工作。挖掘真相、彌平傷痕、釐清

責任。從此以後，過去的歷史不再是臺灣分裂的原因，而是臺灣一起往前走的動力。

　　同樣在公平正義的議題上，我會秉持相同的原則，來面對原住民族的議題。今天的就職典禮，

原住民族的小朋友在唱國歌之前，先唱了他們部落傳統的古調。這象徵了，我們不敢忘記，這個

島上先來後到的順序。

　　新政府會用道歉的態度，來面對原住民族相關議題，重建原民史觀，逐步推動自治，復育語

言文化，提升生活照顧，這就是我要領導新政府推動的改變。

　　接下來，新政府也會積極推動司法改革。這是現階段臺灣人民最關心的議題。司法無法親近

人民、不被人民信任、司法無法有效打擊犯罪，以及，司法失去作為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功能，

是人民普遍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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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展現新政府的決心，我們會在今年十月召開司法國是會議，透過人民實際的參與，讓社

會力進來，一起推動司法改革。司法必須回應人民的需求，不再只是法律人的司法，而是全民的

司法。司法改革也不只是司法人的家務事，而是全民參與的改革。這就是我對司法改革的期待。

第四、區域的和平穩定發展及兩岸關係

　　新政府要承擔的第四件事情，是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以及妥善處理兩岸關係。過去三十

年，無論是對亞洲或是全球，都是變動最劇烈的時期；而全球及區域的經濟穩定和集體安全，也

是各國政府越來越關心的課題。

　　臺灣在區域發展當中，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但是近年來，區域的情勢快速變動，如

果臺灣不善用自己的實力和籌碼，積極參與區域事務，不但將會變得無足輕重，甚至可能被邊緣

化，喪失對於未來的自主權。

　　我們有危機，但也有轉機。臺灣現階段的經濟發展，和區域中許多國家高度關聯和互補。如

果將打造經濟發展新模式的努力，透過和亞洲、乃至亞太區域的國家合作，共同形塑未來的發展

策略，不但可以為區域的經濟創新、結構調整和永續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更可以和區域內的

成員，建立緊密的「經濟共同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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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和其他國家共享資源、人才與市場，擴大經濟規模，讓資源有效利用。「新南向政策」

就是基於這樣的精神。我們會在科技、文化與經貿等各層面，和區域成員廣泛交流合作，尤其是

增進與東協、印度的多元關係。為此，我們也願意和對岸，就共同參與區域發展的相關議題，坦

誠交換意見，尋求各種合作與協力的可能性。

　　在積極發展經濟的同時，亞太地區的安全情勢也變得越來越複雜，而兩岸關係，也成為建構

區域和平與集體安全的重要一環。這個建構的進程，臺灣會做一個「和平的堅定維護者」，積極

參與，絕不缺席；我們也將致力維持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我們更會努力促成內部和解，強化民

主機制，凝聚共識，形成一致對外的立場。

　　對話和溝通，是我們達成目標最重要的關鍵。臺灣也要成為一個「和平的積極溝通者」，我

們將和相關的各方，建立常態、緊密的溝通機制，隨時交換意見，防止誤判，建立互信，有效解

決爭議。我們將謹守和平原則、利益共享原則，來處理相關的爭議。

　　我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當選總統，我有責任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和領土；對於東海及南海問題，

我們主張應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兩岸之間的對話與溝通，我們也將努力維持現有的機制。1992年兩岸兩會秉持相互諒解、求

同存異的政治思維，進行溝通協商，達成若干的共同認知與諒解，我尊重這個歷史事實。92年之

後，20多年來雙方交流、協商所累積形成的現狀與成果，兩岸都應該共同珍惜與維護，並在這個

既有的事實與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兩岸的兩個執政黨應該要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

性對話，造福兩岸人民。

　　我所講的既有政治基礎，包含幾個關鍵元素，第一，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與求同

存異的共同認知，這是歷史事實；第二，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第三，兩岸過去 20多年來協商

和交流互動的成果；第四，臺灣民主原則及普遍民意。

第五、 外交與全球性議題

　　新政府要承擔的第五件事情，是善盡地球公民的責任，在外交與全球性的議題上做出貢獻。

讓臺灣走向世界，也要讓世界走進臺灣。

　　現場有許多來自各國的元首與使節團，我要特別謝謝他們，長久以來一直幫助臺灣，讓我們

有機會參與國際社會。未來，我們會持續透過官方互動、企業投資與民間合作各種方式，分享臺

灣發展的經驗，與友邦建立永續的夥伴關係。

　　臺灣是全球公民社會的模範生，民主化以來，我們始終堅持和平、自由、民主及人權的普世

價值。我們會秉持這個精神，加入全球議題的價值同盟。我們會繼續深化與包括美國、日本、歐

洲在內的友好民主國家的關係，在共同的價值基礎上，推動全方位的合作。

　　我們會積極參與國際經貿合作及規則制定，堅定維護全球的經濟秩序，並且融入重要的區域

經貿體系。我們也不會在防制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議題上缺席。我們將會在行政院設立專責的

能源和減碳辦公室，並且根據 COP21巴黎協議的規定，定期檢討溫室氣體的減量目標，與友好國

家攜手，共同維護永續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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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新政府會支持並參與，全球性新興議題的國際合作，包括人道救援、醫療援助、疾病

的防治與研究、反恐合作，以及共同打擊跨國犯罪，讓臺灣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夥伴。

結語

　　1996年臺灣第一次總統直選，到今年剛好 20年。過去 20年，在幾任政府以及公民社會的努

力之下，我們成功渡過了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必須面對的難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曾經有過許多

感動人心的時刻和故事，不過，正如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我們也曾經有過焦慮、不安、矛盾、

與對立。

　　我們看到了社會的對立，進步與保守的對立，環境與開發的對立，以及，政治意識之間的對

立。這些對立，曾經激發出選舉時的動員能量，不過也因為這些對立，我們的民主逐漸失去了解

決問題的能力。

　　民主是一個進程，每一個時代的政治工作者，都要清楚認識他身上所肩負的責任。民主會倒

退，民主也會前進。今天，我站在這裡，就是要告訴大家，倒退不是我們的選項。新政府的責任

就是把臺灣的民主推向下一個階段：以前的民主是選舉的輸贏，現在的民主則是關於人民的幸福；

以前的民主是兩個價值觀的對決，現在的民主則是不同價值觀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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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陸委會有關兩岸政策相關說明

　　打造一個沒有被意識形態綁架的「團結的民主」，打造一個可以回應社會與經濟問題的「有

效率的民主」，打造一個能夠實質照料人民的「務實的民主」，這就是新時代的意義。

　　只要我們相信，新時代就會來臨。只要這個國家的主人，有堅定的信念，新時代一定會在我

們這一代人的手上誕生。

　　各位親愛的臺灣人民，我的演說就要結束了，改革就要開始了。從這一刻起，這個國家的擔

子交在新政府身上。我會讓大家看到這個國家的改變。

　　歷史會記得我們這個勇敢的世代，這個國家的繁榮、尊嚴、團結、自信和公義，都有我們努

力的痕跡。歷史會記住我們的勇敢，我們在 2016年一起把國家帶向新的方向。這塊土地上的每一

個人，都因為參與臺灣的改變，而感到驕傲。

　　剛才表演節目中有一首歌曲，有一句話讓我很感動，這句話說：

　　現在是彼一天，勇敢ㄟ臺灣人。

　　各位國人同胞，兩千三百萬的臺灣人民，等待已經結束，現在就是那一天。今天，明天，未

來的每一天，我們都要做一個守護民主、守護自由、守護這個國家的臺灣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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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陸委會有關兩岸政策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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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教授，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 

　　非常榮幸應邀出席這場由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辦理的國際研討會。在兩岸關係及中國大陸

制度變革與發展的特殊背景下，國內外學者專家齊聚ㄧ堂、共同探討這個重要課題，深具意義。

我謹就當前情勢發展及中華民國政府的兩岸政策就教於各位。 

一、亞太地緣戰略變動下的中共制度變革 

　　亞太區域情勢的發展是一部不斷變動及趨向進步與合作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在 1949年建政

後，歷經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劇烈變動，從「文化大革命」到 1978年中共召開 11屆 3中全

會提出「改革開放」，迄今短短 40年的期間，中國大陸實力大幅躍升，既是受到冷戰後國際整

體情勢變化的啟發，同時也逐漸牽動整個國際及亞太區域的戰略格局。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

其領導人習近平更致力於加速推動各領域的深化改革與制度建設，重建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

社會、軍事秩序，深刻影響了地球上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中國崛起」及「中國制度發展模式」

令全球驚訝，無疑是當前國際社會關注與探討的焦點。 

　　臺灣面對這個趨勢並沒有迴避，我們在 80年代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逐步落實民主化建設，

臺灣堅持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的理念價值，已是兩岸關係發展進程中的積極影響力量。過去兩

岸關係從軍事對峙逐步走向互動交流，經歷跌宕起伏，然而將此進程放在這個歷史脈絡中，可以發

現這是雙方制度變動下的必然產物，中國大陸也在學習面對臺灣民主政治發展。520以來兩岸處於

沒有煙硝味的冷靜期，我方克制、不挑釁的務實態度，就是理解兩岸關係過去發展的歷程與成果，

得之不易！我們相信，雙方相互尊重及善意理解，方能為兩岸及區域和平注入正面能量。 

二、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是「尊重與理解」 

　　海峽兩岸選擇了不同的體制，但是以人民福祉為依歸的目標相同。近 6個月以來，臺灣明確

表 尊重 1992年兩岸兩會協商達成若干共同認知與諒解的歷史事實，在既有政治基礎上及根據中

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致力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中華民國政府的兩岸政策主張和立場是明確、一貫且堅定的，並已展現最大的彈性。「尊重與理

解」是推進當前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態度，陸方應正面理解臺灣的善意言論與作為，不要過多負

面解讀或刻意將臺灣內部發展上綱為臺獨行徑、橫加批判，這樣的對待方式是不正確的。 

　　我認為要從歷史的大格局來看兩岸關係。1987年我開放大陸探親以來，政府在兩岸互動上已

持續調整政策作為。1991年中止動員戡亂時期，成立陸委會、海基會及訂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

理兩岸事務，並開啟兩岸會談。2000年開始推進「小三通」及「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經貿政

策，為後續直航、觀光及雙邊投資互動奠定基礎，之後兩岸簽訂 23項協議等。520以來我政府以

「中國大陸之制度變遷與戰略動向」國際研討會
張小月主任委員致詞稿

日期 :105-11-16【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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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態度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現狀，包括提出前述拉近兩岸認知距離的論述，採取平等原則的法

制作為推動陸生納保，關懷陸生、陸配在臺的就學及生活，以及建構陸客旅遊的安全環境等；並

在對外經濟佈局上與中國大陸合作發展，試圖累積雙方信任。北京方面要善意理解我們的主張，

正面看待臺灣所做的努力，並且減少對臺灣針對性的批評指責。 

三、以務實溝通對話尋求共同的認知 

　　當前兩岸官方互動及制度化協商等機制運作暫時中斷，雖讓雙方難以化解政治歧見及疑慮，

但我政府對於兩岸事務仍主動循既有管道與對岸保持聯繫。我們認為，諒解尊重、具建設性及不

設前提的良性溝通與對話，是解決問題及建立互信的最重要關鍵，也只有以誠心與善意為鑰，始

有助於尋找雙方新的共同認識與理解。 

　　國際社會及中國大陸均已注意到臺灣這個溝通對話的邀約，這是我們維繫對臺海和平的責

任。雙方歧異的存在，不應當是阻礙兩岸關係發展的障礙，正因為有差別才更需要務實溝通、管

控分歧，避免讓兩岸陷入猜疑、停滯的不良循環。關起門來無助於釐清事實、謀求合作，唯有建

立在相互尊重彼此不同的發展體制、意識形態及社會運作方式的建設性對話，才能消弭隔閡。 

四、保障兩岸民眾福祉是政府一貫堅持 

　　我國是民主國家，任何政策推動必須遵循多數民意並尊重民主機制的運作，中華民國是臺灣

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我們希望中國大陸要務實面對這個事實。兩岸開展 30年的民間交流互動，

兩個公民社會不斷交織，已經逐步化解了過去以武力衝突為主的硬性權力對抗，轉變為以經濟、

社會、文化等柔性的交流學習過程，雙方都不希望發生對立與紛爭。我們樂見兩岸民間的正常交

流往來，對增進相互瞭解與累積互信具有正面意義；也認為相互關懷、沒有政治考量及選擇性的

互動，不以「量」、「體」上的差異壓抑另一方，不去激化兩岸民意的對抗敵視，才是促進兩岸

人民感情和睦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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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人民的福祉是兩岸關係發展的核心。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今年 8月民調結果顯示，83.8%的民眾支

持 520以來政府致力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政策立

場，77.5%的民眾支持以民主機制並依循民意處理兩

岸關係，更有近 9成的民眾支持維持現狀。臺灣的兩

岸政策獲得美國及歐盟、日本等國家的支持，這也符

合區域各方的利益。我們期待雙方正常健康往來，讓

兩岸進展方向與節奏符合民意期待，成為雙方進一步

發展的動能。 

五、結語 

　　展望未來，中國大陸的改革有其必要性，並將對其產生深遠的影響，而其逐步擴大的實力也

將轉變全球的戰略格局。我們希望國際社會關注這個區域的情勢變化，也希望在此一變遷的過程

中，持續向中國大陸傳達維持和平的重要性，敦促陸方展現更多的彈性與善意，鼓勵兩岸建設性

對話，維護亞太區域安全的穩定局面。 

　　臺海和平是區域繁榮發展的重要基石，中華民國身為亞太重要成員，將更加積極發揮臺灣地

緣戰略角色與價值，以實際行動維護兩岸和平，並深化與我友好國家之全方位合作關係。 

　　我在此也呼籲中國大陸，兩岸關係從來不是單行道、獨木橋，雙方信心建立的機制必須是雙

向的過程，也必須有「相互保證」！面對兩岸各自內部改革及雙方互動的新情勢，臺灣已經有了

新的論述與方向，中國大陸必須擺脫舊的思維模式與對臺制式作為，只有雙方同時敞開大門、面

對彼此，共同努力克服困難、才能開啟最大可能的合作空間。 

　　最後，感謝大家的參與，預祝會議圓滿成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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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今年 8月，兩岸經貿月刊編輯部特別專訪陸委會張小月主委，談談新政府的兩岸政

策方向及強化臺商服務工作等相關議題，彙整內容如下。

　　自今（105）年 5月 20日陸委會張小月主委就任後，旋於 6月 8日出席大陸臺商端午節座談

聯誼活動與臺商朋友交流。張主委在座談會中表示，服務大陸臺商是政府的重點工作，雖然自己

是兩岸工作的新兵，但懷有高度的熱忱與信心，希望大家給予支持、鼓勵與協助，讓臺商服務工

作做得更好，讓兩岸關係能更順暢。

　　張主委在臺商活動結束兩周後，前往海基會視察，緊握同仁雙手，笑容可掬地說：「謝謝你

們長期以來兢兢業業地對大陸臺商提供各項服務工作」，給了剛剛忙完端午節臺商聯誼座談活動

的同仁最大的鼓勵。主委也期許海陸兩會同仁積極辦理臺商交流活動，期能充分展現政府對臺商

的關懷。

持續良性對話　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發展

　　對於臺商朋友關心兩岸互動問題，張主委首先表示，兩岸之間互動方式有很多種，政府會盡

最大的努力，以各種方式持續與對岸聯繫交流。兩岸經過 20多年來的共同努力，迄今已簽署 23

項協議，其中 21項協議已生效實施，這些協議都攸關國人在中國大陸的權益與兩岸人民生活福

祉，政府會持續透過各項管道向陸方表達我方立場，並呼籲陸方應落實前揭協議的執行，以保障

我國人在中國大陸的各項權益。

    　張主委指出，兩岸建立對話溝通平臺，除了官方與官方之間，還包括政府授權的機構，如海

基會與對岸的海協會，針對各項兩岸間交流問題，尋求解決之道，增進相互了解，避免誤解、降

低誤判的可能，政府仍會努力維持現有機制，以持續兩岸和平現狀，建立互信，讓彼此的交流互

動更向前推進。

　　張主委重申，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及兩岸民眾權益，是雙方共同的目標與責任，「我們的

溝通協商大門持續敞開」，期盼彼此能相互釋放善意，共同珍惜多年來協商交流的現狀與成果，

體現以民為本的理念。張主委舉例說，陸客來臺觀光是增進兩岸民眾接觸與認識的重要管道，也

是中國大陸民眾了解臺灣自由、多元化社會的平臺，我們歡迎陸客來臺的立場與態度從未改變。

今年 7月 19日發生的國道火燒車不幸事件，我們感到悲痛難過，總統也在第一時間表達遺憾並

強調「沒有安全就沒有觀光」，要求相關部會妥善處理後續事宜，且必須將處理情形依既有聯繫

機制通報陸方，對方也有所回應。

關懷臺商 從心出發─
專訪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張小月主任委員

日期 :105-9月【海基會兩岸經貿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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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聯繫機制存在的重要性」。張主委強

調，政府處理兩岸政策，是秉持務實、穩健的態度，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和平積極的溝通者，基於「和

平」與「利益共享」的原則，推動建立一致性、

可預測、可持續的兩岸關係。

　　張主委表示，總統五二○就職演說，呼

籲兩岸應放下歷史包袱，造福雙方人民，展

開兩岸之間的良性互動。陸委會遵循總統的政

策指示，主導兩岸交流及雙方各層面之互動，

雖然兩岸存在社會制度的差異，但透過溝通、協

商、交流，才能化解分歧、增進瞭解。張主委說，

我們樂見兩岸關係在和平穩定中發展，希望兩岸繼

續互信互助，開創兩岸發展新局。

維護臺商權益　做為臺商最堅強的後盾

　　依據相關數據顯示，在中國大陸的臺商朋友與眷屬近百萬人，涉及問題層面甚廣，包括子女

教育、經營環境、權益維護等，其中，與臺商切身相關的兩岸經貿互動一直是臺商朋友十分關切

的問題。對此，張主委表示，兩岸維持既有的經貿交流，對彼此都有好處。我們希望兩岸產業進

行的是良性競爭，互利共生。相信這也是臺商朋友所樂見。做為陸委會主委，她要向臺商表達最

大的敬意，因為臺商是臺灣經濟發展的延伸，全球各地都可看到他們打拼的身影。

　　張主委語帶感激地說，經營中國大陸市場多年的臺商朋友，對於兩岸經濟做出相當多的貢獻，

維護他們的權益，政府責無旁貸。尤其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投資環境變化快速，臺商面臨的問題

與挑戰也日漸嚴峻。此時臺商更需要政府的奧援，做為他們堅強的後盾。她提及，甫上任時參加

端節臺商座談會，很多臺商朋友提出寶貴的建議，她都銘記心中。她深知，為臺商尋找商機有助

於他們拓展營運版圖，但於此同時，如何確保臺商既有的經營權益，避免外在條件的衝擊與影響，

更是讓臺商能安心拼博事業的一股重要力量。張主委強調，政府會從心出發，結合各相關部會資

源，強化對大陸臺商的服務及輔導工作，包括陸委會「臺商窗口」，海基會「聯合服務中心」、

24小時緊急服務專線（02-25339995）及經濟部「臺商聯合服務中心」，透過提供經貿資訊、諮

詢服務、結合臺商協會提供各項專業協助與輔導，促進臺商的轉型升級，並在「海峽兩岸投資保

障與促進協議」機制平臺，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與爭端協處。

創造良好投資環境　吸引臺商回流

　　張主委鄭重表示，臺商堅毅勤奮的精神是政府最重要的資產，為他們解決問題則是政府最重

要的任務。所以除了保護臺商在投資地的權益以及拓展新的商機外，政府也刻正改善並積極努力

打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推動落實五大創新研發計畫：綠能科技、物聯網、智慧機械、國防科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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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藥產業發展，以創新來帶動臺灣經濟的轉型升級，這些計畫的成功與否，臺商的參與佔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臺灣正站在轉型的十字路口，需要全體動員，臺商豐富的經營經驗、旺盛

的活力及不屈不撓的毅力，正可以為國家產業創新發展注入更大的驅動能量。只要全體國人同心

協力，一定能再創臺灣經濟新的里程碑。

新南向政策　有助加入區域經濟整合  開拓商機

　　臺灣是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型態，因此與區域乃至全球的連結，有助臺灣在世界供應鏈中保

持競爭力。張主委指出，政府積極打造經濟發展新模式，強化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形塑共同發展

策略，加入 TPP及 RCEP就是希望提升臺灣對外經濟的格局與多元性，這不僅可為臺商尋找新的

商機，同時有助臺商的轉型升級。

　　張主委進一步指出，政府提出「新南向政策」也是基於這樣的理念，除了要與其他國家共享

資源、人才、市場，擴大經濟規模，讓資源有效利用外，更是為臺商尋求新藍海市場。張主委強

調「新南向政策」並非放棄中國大陸市場，而是在總體經濟方面願意和中國大陸就共同參與區域

發展的相關議題，交換意見，尋求各種合作與協力的可能性，讓臺灣在區域經濟可以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並尋找新的經濟動力成長來源；在個體經營方面，能為已經或是準備到東南亞投資的臺商

提供全方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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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主委說明，為有序地推動「新南向政策」，總統親自核定新南向政策綱領及行動準則，未

來政府各部會將加強與東南亞、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的連結，促進經貿、文化、人才乃至投資、觀

光等雙向交流，透過雙邊或多邊的協商，簽署 FTA，擴大經濟合作。而對於行動準則中明列「兩

岸善意互動及合作」，張主委表示，在區域和平及發展上，兩岸都肩負很大責任，也存在很多共

同利益。未來不排除在適當時機，與中國大陸就相關議題及合作事項展開協商與對話，促使新南

向政策與兩岸關係相輔相成，共創區域合作的典範。

經濟結構轉型　為年輕人創造前景

　　談到年輕一代的發展，也是臺商及政府所共同關切的議題。張主委則指出，總統在就職演說

中強調要「為年輕人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年輕人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如果不能改善結構性問

題，就無法為年輕人創造一個更好的發展前景。基於此一理念，政府以新思維推動國家經濟結構

轉型，打造一個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追求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並積極協助青年

創業就業，推動「育才、留才、攬才整合方案」及「青年就業方案」，籌備中的「行政院青年諮

詢委員會」則作為引擎中樞，將政策化為行動，以留住我優秀人才並吸引國外精英，讓年輕人的

創意與創業及商業相互結合，同時促進我國際化外溢效果，為我產業布局全球累積競爭籌碼。這

才是幫助我年輕人突破困境，找到一條新出路的具體作為，也是政府重大的責任。

　　至於兩岸青年學生交流方面，張主委表示，透過雙方的交流互動，可增進彼此的認識與瞭解，

真切體驗臺灣社會自由民主多元發展，分享中國大陸發展的經驗，有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與穩定。

政府會持續穩健推動陸生來臺就學與交流，促進兩岸青年互動與友誼。

海陸兩會密切合作  用心經營　從心出發　開啟新局

　　張主委表示，總統經常說，政府要做人民和企業的後盾，絕不會讓在第一線努力的臺商朋友

們孤單無助。而她身為陸委會主委，心繫臺商權益，更要與臺商站在同一條線上。海基會與陸委

會合作密切，成立 20餘年來協助政府辦理兩岸協商、交流與服務工作，服務眾多臺商及兩岸民眾，

是政府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一環。海基會新任董事長田弘茂先生對兩岸事務相當了解，經歷豐富，

為人謙和，相信在他的帶領下，海基會將能緊密地配合政府大陸政策，以人民權益福祉為念，用

心經營，讓兩岸關係更向前推進，為兩岸民眾建構更優質的互動環境。

　　對於海基會平日服務臺商的用心，張主委再度表達感謝之意，並強調這些作為與措施除了要

持續推動外，更要加強其效能，才能讓臺商時刻感到政府站在他們身旁，與他們並肩作戰，是臺

商最忠實的夥伴。訪談結束前，張主委堅定地重申，臺商是政府珍貴的資產，一定得好好保護，

陸委會與海基會將通力合作，全心全意為臺商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張主委最後以「關懷臺商，從

心出發」來期勉陸委會及海基會所有同仁，所有政策措施都要將心比心，站在臺商朋友的立場上

來設想，才能真正切合他們的需要，為臺商解決問題。「臺灣永遠是大家最溫暖的家」，張主委

如此說著，希望各地臺商朋友能常回臺灣相聚，也衷心祝福所有臺商好友事業順利成功，家庭幸

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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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魯金斯研究院東北亞研究中心卜睿哲主任 (Richard Bush)、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費和研究

中心張克斯主任 (Christopher K. Johnson)、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丁樹範主任，各位女

士、先生，大家早安！ 

　　非常榮幸應邀出席布魯金斯研究院東北亞研究中心、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及政大國關中心合

辦的國際研討會。在兩岸關係及中國大陸內外部情勢發展的特殊背景下，舉辦這場國際學術會議，

格外深具意義。今天我將就當前兩岸關係發展及中華民國政府兩岸政策內涵等，就教於各位先進。 

一、維繫和平現狀：由尊重 92 會談歷史事實開始 

　　蔡總統 520就職演說中明確表示，「1992年兩岸兩會秉持相互諒解、求同存異的政治思維，

進行溝通協商，達成若干的共同認知與諒解，我尊重這個歷史事實」，強調政府將在既有的事實

與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並將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和

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其中，既有政治基礎，包含四項關鍵元素： 

　　第一，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與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這是歷史事實； 第二，中

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 第三，兩岸過去 20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果； 第四，臺灣民主原則

及普遍民意。 

　　海峽兩岸關係是長期動態演變的歷程，臺海和平穩定發展的現狀，須雙方秉持耐心、發揮智

慧，共同維護。蔡總統 520談話已盡力拉近雙方距離，並以不挑釁、無意外的態度，建立一致性、

可預測且可持續的兩岸關係，此一堅定的承諾，已經展現務實處理兩岸事務的態度與決心，與落

實當前政府兩岸政策的價值核心。 

二、踏實兩岸關係：敞開溝通協商大門 

　　這三個多月來，儘管雙方對於兩岸關係發展有不同的看法，但兩岸也在努力相互理解與認知。

維繫兩岸和平穩定的現狀，符合兩岸各自發展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這是兩岸最大的

公約數。中華民國政府始終認為「對話和溝通」是達成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建立雙方互信的

最重要關鍵。 

　　中國大陸堅持「兩岸同屬一中」的「九二共識」為兩岸互動的政治基礎，暫時中斷兩岸既有

機制運作，使近期兩岸官方互動及制度化協商面臨挑戰，較難化解疑慮、降低風險。對於近期發

生的飛彈誤射、詐欺嫌犯被押返中國大陸、旅遊事故等重大事件之處理，我政府仍及時本於人民

福祉與安全考量，循既有管道、透過各種方式主動與對岸保持聯繫，使該等意外得以緩和緊張局

勢，近期我政府也完備了海基會董事長的人事安排，這是穩定兩岸關係的正向作為。我們也認為，

兩岸對於天災與急難事件的相互關懷與務實處理，一方面凸顯維繫兩岸現有溝通機制的重要性，

同時展現雙方人與人往來的善念與初心，有助累積雙方信任，及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 

「蔡英文政府的兩岸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林正義副主任委員致詞稿

日期 :105-09-15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林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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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關係轉型關鍵：相互理解與分歧管控 

　　兩岸隔海分治近 70年，伴隨臺灣民主政治運作、公民社會與多元民意發展，以及中國大陸

大幅度深化治理革新與建立制度轉型背景下的兩岸關係，雙方在生活方式及制度價值已有自己的

選擇。我們認為，兩岸存在矛盾不足為奇，正因為有差別才更需要相互理解、務實溝通、管控分

歧、求同存異，任何片面負面解讀對方立場與政策，就好像戴著有色眼鏡觀察對方，只會產生更

多誤解及疑慮，阻礙兩岸累積互信、相互合作的契機。 

　　我們希望兩岸雙方都能放下歷史包袱，相互表達善意；但重要的是，善意與對話的基礎必須

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不同的歷史發展經驗、相異的政治體制、意識型態及社會運作方式。兩岸或

將歷經一段磨合期，我們並不企求雙方的歧見在一夕消弭，但期待能夠有效及妥適管控，以穩健

步伐調整雙方關係、減少衝突，有助於尋求兩岸最大可能的合作空間與共識之所在，成為兩岸關

係發展的新常態。 

四、兩岸關係發展新典範：合作共榮 

　　兩岸關係是建構亞太安全網絡的關鍵因素，臺灣將致力維繫和平穩定兩岸關係，爭取參與國

際組織與相關活動，積極貢獻國際社會，創造區域和平與繁榮。我們正視中國大陸政經實力崛起

與國際影響力，也希望北京當局，關心臺灣參與國際社會權利，中華民國政府將持續與各方溝通，

爭取包括中國大陸等各方的支持，以彰顯臺灣優勢與角色，並讓兩岸各自發揮所長，一起貢獻國

際社會。 

　　面對現階段全球經濟成長走緩趨勢，以及臺灣經濟發展尋求突破的時刻，我們將以新思維來

調整與持續推動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方向，除了積極參與多邊及雙邊經濟合作及自由貿易談判，

也推動「新南向政策」，在人才、資金及資訊上尋求在區域經濟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及為臺灣尋找

新的外部經濟支撐力量。該政策不具政治目的，其與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相輔相成，我們願意和中

國大陸就共同參與區域發展的相關議題，交換意見，尋求各種合作與協力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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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堅實臺美關係重要意涵：捍衛民主和平價值 

　　當前臺美關係是 60餘年來最佳情況；美國總統歐巴馬也多次表達鼓勵兩岸在尊嚴與尊重基

礎上，朝向建立連結、降低緊張、促進穩定，進一步發展的立場，已為兩岸和平及穩定建立基礎。

美國國會近期通過決議案，以實際行動肯定「臺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對臺美關係的重要性。

臺美友好關係除奠基於雙方長期的互信與互利外，更重要的是，彼此擁有共同的民主價值與信念；

中華民國政府表達感謝。 

　　在臺海議題方面，美方鼓勵北京持續與臺灣進行對話，這是支持臺灣的重要力量。蔡總統上

任以來，美方除表達對我民主成就的祝賀，亦重申兩岸和平穩定符合美國重大利益。我們期盼美

方能持續支持我兩岸政策，並向陸方傳達兩岸和平穩定之重要性，敦促陸方展現更多的彈性與創

意，支持兩岸制度化協商及官方溝通聯繫機制的正常運作。 

六、結語：我們對兩岸關係的期待 

　　面對兩岸新局勢，我方將持續敞開兩岸溝通對話的大門，努力創造友善氛圍、突破僵局，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謹提出以下呼籲與作為： 

(一 ) 兩岸應努力釋放善意，逐步建立互信。歧見的存在本是常態，兩岸應發揮解決問題的智慧，

主動透過己方的善意，贏取對方有類似的回應，逐步累積與建立互信。 

(二 ) 兩岸應不拘形式進行溝通，找到共同的認識與理解。兩岸雙方可透過溝通，闡述不挑釁、

不衝突的意圖與合作意願，找到雙方認同的共識，為促進彼此合作提供積極的動力。 

(三 ) 兩岸應以民為本，以民眾福祉利益為先。兩岸人民的福祉是兩岸關係發展的核心，期待雙

方正常往來，讓兩岸進展方向與節奏符合民意期待；並應以這種「以民為先」的精神，成

為雙方進一步發展的動能。 

(四 ) 我政府將致力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維護兩岸良性互動。我們將努力完成最符合社

會需要且有效可行的監督條例，使兩岸關係在完善的法制基礎上持續交流與發展。 

(五 ) 擴大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創造兩岸共同利益。兩岸經貿制度性往來與互動，讓產業良性

競爭互利共生，我們也樂見陸資在臺有更好的發展，為彼此創造更多共同利益； 

　　展望未來，我們希望中國大陸方面能認識到雙方歧異的存在不應當是阻礙兩岸關係發展的障

礙，反而可以成為促進彼此對話與合作的積極因素；陸方也應正視中華民國及尊重臺灣尊嚴與民

意，兩岸才不會陷入猜忌與疑慮，中斷與停滯的不良循環。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感謝美國官方與

民間長期以來對臺灣支持，臺美關係的深化以及美方對我推動兩岸政策的肯定，有利於鞏固兩岸

和平穩定發展格局，並能強化美方在東亞地區的戰略佈局。 

　　最後，預祝會議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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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基會田董事長 (弘茂 )、張副董事長 (天欽 )、經濟部沈次長 (榮津 )以及國發會龔副主委 (明

鑫 )、臺企聯王總會長 (屏生 )、各位臺商協會會長、代表、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

家好！大家中秋快樂！ 

　　首先歡迎各位臺商朋友返鄉過節以及參加今天的聯誼活動，謝謝海基會同仁的費心安排與聯

繫，還要感謝經濟部等相關部會、工總、商總及包括臺企聯在內的中國大陸各地臺商協會的支持

及參與。希望透過今天的聯誼及座談，聆聽臺商的建言，當面交換意見，增進政府與臺商間的互

動交流。 

　　今天是海基會田董事長上任後第一次主持的三節臺商活動，在此先祝賀田董事長履新愉快。

田董事長是我在外交部的老長官，他過去長時間關注兩岸議題，與中國大陸的一些重要人士與學

者有許多來往互動，對兩岸問題有很深入的了解。相信由他擔任海基會大家長，一定能為臺商朋

友謀求更多福祉，而所謂「海陸一家親」，陸委會與海基會共同為兩岸事務及服務臺商繼續努力。 

　　海基會接受政府委託處理兩岸各項交流、服務及協商事務，可以說是我們臺商朋友的娘家，

海基會一向盡心盡力對臺商朋友提供最周全的服務，並會持續完善強化各項服務機能，也懇請各

位臺商朋友繼續給予支持與鼓勵。 

　　我們知道臺商朋友非常關心兩岸關係發展，誠如總統所說的「兩岸沒有簡單的答案」，政府

的兩岸政策非常明確，520以來，政府強調在尊重歷史事實與既有政治基礎上，持續敞開溝通協

商大門，致力維繫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已充分展現建構一致性、可預測與可持續性兩岸關係的最

大誠意與決心。維持臺海和平是雙方共同的責任，根據本會 8月民調，有 88.9%民眾支持維 海基

會田董事長 (弘茂 )、張副董事長 (天欽 )、經濟部沈次長 (榮津 )以及國發會龔副主委 (明鑫 )、

臺企聯王總會長 (屏生 )、各位臺商協會會長、代表、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大家中秋快樂！ 

　　經過兩岸 20多年來的共同努力，已簽署了 23項協議，其中 21項已生效。這些協議都攸關

兩岸民眾日常生活福祉，協議的落實執行是體現以民為本理念， 期盼兩岸共同持續推動，以保障

民眾最大利益。我們也知道臺商朋友關切服貿協議及貨貿協議後續處理，兩項協議都與相關產業

利益密切相關，政府積極推動兩岸協商的態度不變，為落實兩岸協議「公開透明、人民參與、國

「2016 大陸臺商秋節座談聯誼活動」
張小月主任委員致詞稿

日期 :105-09-1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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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監督」原則，陸委會將積極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立法，再依據條例的相關規定，推動服

貿及貨貿的後續工作，並讓兩岸關係在法制的基礎上持續交流與發展，保障民眾福祉，促進兩岸

和平穩定發展。 

　　此外，調整經濟結構、與區域連結、強化經濟主體性與競爭力，為臺商尋找新商機，是政府

積極努力的目標，包括加入 TPP、RCEP，以及推動「新南向政策」，都是在為我們臺商朋友尋找

新藍海市場。日前行政院公布「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將整合中央各部會、地方政府與民間企

業團體資源及力量，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

手，期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由於兩岸在區域和平及發展上，

都肩負很大責任，也存在很多共同利益。未來在適當時機，也希望與中國大陸就相關議題及合作

事項展開協商與對話，促使新南向政策與兩岸關係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政府兩岸政策重要文件

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overnment’s Cross-Strait Policies

貳 

、 

陸
委
會
有
關
兩
岸
政
策
相
關
說
明

56

　　政府知道臺商朋友也十分關切子女教育問題。每次座談會，都會提出相關建議，政府都謹記

在心，希望能多盡一份心力，讓臺商朋友在打拼事業時，沒有後顧之憂。對於臺商子女在中國大

陸求學與生活等問題，陸委會也都積極協調教育部等主管機關提供相關協助，未來仍會持續強化

這方面的工作，請大家放心。 

　　面對全球經濟不景氣，中國大陸經濟也正值結構調整期，大環境的改變使得臺商朋友的經營

與處境更為辛苦。總統曾經說過，絕不會讓我們臺商孤單無助，所以，政府一定會做為臺商最堅

強的後盾，盡最大的努力為各位提供服務、確保大家的權益。 

　　最後，再度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祝福每位臺商朋友事業順利、鴻圖大展，在座所有朋友闔

家安康、萬事如意。謝謝！ 參、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overnment’s
Cross-Strai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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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overnment’s
Cross-Strai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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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ing Ahead: 

　　Achieving Reforms to Make the Country Great

　　Chairperson for th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Mr. Su Jia-chyuan (蘇嘉全 , also Legislative Yuan 

President), distinguished guests, my fellow countrymen watching on television and online: 

　　Good morning to you all!

　　Today is the 105th National Da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 want to specially thank our 

international guests who have come far, and our overseas compatriots who have come home to 

Taiwan.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with us to witness this grand national celebration.

　　My special thanks also to Mr. Chen Chin-feng (陳金鋒 , Taiwanese baseball star). Today he left his 

familiar baseball field and led all of us in singing the national anthem. He is a true hero in the hearts 

of all Taiwanese people.

　　Today, on our country's birthday, I pay my deepest respect to all those who have sacrificed and 

given themselves to this land.

　　This country has been through authoritarian rule and social conflict, and it has endured sharp 

differences on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Looking back, we are filled with gratitude. And now, 

the new government shoulders the responsibility to transform and renew this country.

　　In my May 20 inaugural address, I said that '' to change young people's predicament is to change 

a country's predicament." This has been at the core of every reform we have initiated in the recent 

months.

　　Young people worry that housing costs too much and adds too heavy a burden, so we get to work 

expanding social housing – 80,000 units within the next four years, and a projected 200,000 within 

the next eight. Like in many advanced countries, access to social housing will become universal in 

Taiwan.

　　Young people want to accelerate their careers, so the government must enable them to do so 

free of worry. Their elderly at home need care, so we get to work building a long-term care system. 

Their kids at home also need care, so we get to work promoting a daycare program.

President Tsai's 2016 National Day Address
Date:2016-10-10

President Tsai's 201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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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pension system may go bankrupt, so we face this problem head-on with the utmost 

seriousness and caution. After pension reform, young people will bear a relatively lighter burden, and 

they will not have to fear that they are paying into the system for nothing. This country will, in a fair 

manner, guarantee a post-retirement life of dignity for every citizen.

　　The same rationale underpins our effort on transitional justice. The new government must usher 

in a new beginning for Taiwan's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give our young people a healthy and diverse 

democracy. That is the true meaning of our work on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policies, which are underway, we are also working to revitalize our 

economy and industry. We have proposed "5+2 innovative industries" driven by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cently, these plans and their associated regulatory adjustments have been 

launched one by one. Our goal is clear: to create quality job opportunities for our young people, and 

to elevate their salarie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means to revitalize this country's economy, and 

we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ursuit. The road ahead is long, but we are determined to overcome 

all difficulties. The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measures to expand investment. With a multi-

pronged approach that includes improving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stimulating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strengthening investment by state-run enterprises, and boosting innovation, we will turn 

around an economy that has stagnated for years.

　　Our efforts have begun to yield results. Just last week, at the 2016 Taiwan Business Alliance 

Conference in Taipei, foreign investors signaled their intention to invest more in Taiwan than they 

have done in years. Thanks to our firm resolve and courage to reform, foreign investors' confidence 

in Taiwan has been reignited. We ourselves hold the key to Taiwan's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ear fellow countrymen: a road of 

reform is certain to have ups and downs. 

But I call earnestly on all of you: do not let 

the ups and downs get you to lose hope 

in Taiwa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ll of us in 

this country can sit down together, and 

truly reflect on what sort of country we 

wish to leave to our young generation. 

We must not let this opportunity slip 

from our grasp. The power to decide is in 

the hands of this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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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w government's blueprint is clear. Everything we have done in the past few months has 

been to lift this country out of stagn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will lea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ward. The social safety net will ensure security for citizens. Pension reform will 

ensure the nation's financial health and the people's retirement life. Transitional justice will enable our 

democracy to begin anew.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hard at work preparing for judicial reform; once 

the Judicial Yuan's new leadership is in place, reform will accelerate. 

　　We will persist in taking this country forward. Our direction is set, so we continue forward and 

will never back down.

　　The people of Taiwan aspire to peace, pursue democracy, and long to go out into the world and 

do our par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the new government took office, I visited our diplomatic allies Paraguay and Panama 

under the principle of "steadfast diplomacy" and "mutual assistance for mutual benefits". I met with 

the heads of state or deputy heads of state from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Panama, Paraguay, the 

Dominican Republic, Honduras, Belize,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 Vice President Chen Chien-jen also 

paid visits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nd the Holy See. Our hope is that diplomacy will not be about 

one-way giving, but about mutually-beneficial cooperation that we plan and build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for the good of both.

　　We are going proactively into the world. Although the path to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s not easy, we will remain steadfast and march on. Taiwan has never been absent on 

important global issues. Even under pressure, we still stand with all major democratic countries in our 

desire to contribute meaningfully to humanity.

　　Over the past months, we have worked with friendly nations to organize several international 

events. These events have addressed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nergy efficiency, women's 

empowerment, and e-commerce training aimed at narrowing digital divides in the region. With 

concrete action we are contributing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period, we have also 

actively engaged different countries in discussion 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and many other maritime cooperation issues, so as to build up momentum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Taiwan's ability to contribut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a point of great pride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Since May 20, the new government has seen ou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U.S., Japan, Europe and 

other democracies grow substantially, and these countries are supporting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more strongly than in the past. Here and on behalf of our country, I want to convey to 

these dear international friends the gratitud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President Tsai's 2016 N
ational D

ay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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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the same time, we aim to redefine Taiwan's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identify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growth. So we are actively promoting our New Southbound Policy with well-

defined policy guidelines and implementation plans. We will build stronger and mutually-beneficial 

partnerships with the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 the 

areas of economics and tra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culture, tourism and more. Through 

mechanisms for wide-ranging negotiation and dialogue, we will build consensus for cooperation and 

reduce barriers.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ur role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ainland China. Taiwan 

has substantial experience and advantages in talent cultivati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medical care, SMEs and other fields, and we will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se to contribute actively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On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in 

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e are also willing to negotiate and cooperate with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to jointly forge historical milestone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I once again reiterate the immovable posi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 

and that is to establish a consistent, predictable and sustainabl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and to 

maintain both Taiwan's democracy and the status quo of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is the pledge I made to voters. Not a single sentence from my 

inaugural address on May 20 has ever changed. The new government will conduct cross-strait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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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ct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and other relevant legislation. And we will spare 

no effort in maintaining mechanisms for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e respect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in 1992, the two institutions representing each side across the 

strait (SEF & ARATS) met, and we advocate that both sides must collectively cherish and sustain the 

accumulated outcomes enabled by over twenty years of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and negotiations 

since 1992,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stable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based on such existing political foundations. I also call on the two governing parties 

across the strait to set aside the baggage of history, and engage in positive dialogue for the benefit of 

people on both sides.

　　Although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seen certain ups and downs in the past months, our position 

remains consistent and firm. Our pledges will not change, and our goodwill will not change. But we 

will not bow to pressure, and we will of course not revert to the old path of confrontation. This is our 

fundamental attitude toward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and it is based on the collective hope for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 want to stress that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has a more proactive meaning: With deepening 

democracy as foundation, we will take proactive and forward-looking measures to promote 

constructive exchanges and dialogue across the strait, in order to build a peaceful and stable cross-

strait relationship that endures.

　　I call upon the authorities of mainland China to face up to the reality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ists, and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an unshakable faith 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should sit down and talk as soon as possible. Anything can be included for 

discussion, as long as it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peace and the welfare of 

people on both sides. Leaders on both sides should jointly display wisdom and flexibility, and with a 

calm attitude, bring together a divided present toward a win-win future.

　　Since May 20, more than a hundred days have passed. Step by step, many tasks have begun. Here 

I want to say a special word of thanks to the team at the Executive Yuan led by Premier Lin Chuan (林

全 ). There is no shortcut to reform. Reforms that take shortcuts are usually not genuine reforms. In 

order to truly transform and renew this country, the new government chooses to proceed step-by-step 

with pragmatism and unwavering purpose. Whatever is not right, we fix it. Whatever is right, we stay 

the course and fear neither ridicule nor reproach. That, I believe, would be the kind of government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oped for.

President Tsai's 2016 N
ationa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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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June this year, while I was on a state visit to Paraguay, President Horacio Cartes said to me: 

"Your country is much bigger than you imagine." Here at the conclusion of my address, I present these 

words to all of you, my fellow countrymen. Our mission now is to instill in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belief that, through reform, this country will achieve greatness.

　　Thank you all. May our country enjoy continued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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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morning of May 20, ROC 14th-term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Vice President Chen Chien-

jen attended inaugural celebrations at the plaza in front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 President 

Tsai also delivered her inaugural address. The following i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president's 

remarks:

　　Esteemed heads of state and guests from our allies, distinguished ambassadors and 

representatives, dear friends, our fellow citizens across the country: 

Our Gratitude and Responsibilities

　　Just moments ago, in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 Dr. Chen Chien-jen and I were officially 

sworn in as the 14th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 must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this land for nurturing us and to the people for placing their trust in us. Most importantly, 

we deeply appreciate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f this country, which have allowed us to accomplish 

Taiwan's third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power through a peaceful electoral process. We also overcame 

many uncertainties throughout a four-month long transition period that concluded peacefully today. 

　　Once again,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shown the world through our actions that we, as a free 

and democratic people, are committed to the defense of ou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s a way of life.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participated in this journey. My dear fellow Taiwanese, we did it.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that, regarding the results of the January 16th elections, I have always had 

one interpretation only. The people elected a new president and new government with one single 

expectation: solving problems. At this very moment, Taiwan faces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at requires its 

leaders to shoulder the burdens without hesitation. This is something I will not forget. 

　　I would also like to tell you that, the multitude of challenges before us require that we face them 

honestly an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ies together. Therefore, today's speech is an invitation. I invite 

every fellow citizen to carry the future of this country. 

　　It is not the leader who makes a country great; it is the collective striving of the people that 

makes this country great. A president should not only unite her own supporters; she should unite the 

entire country. To stand united for change – that is my earnest hope for this country. Here, I sincerely 

call on everyone to give this country a chance. Let us leave behind the prejudices and conflicts of the 

past, and together fulfill the mission that the new era has entrusted to us. 

　　At this moment and as President, I declare to the citizens of this country that my administration 

will demonstrate resolve in spearheading this country's reform, and will never back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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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Better Country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 path forward is not a smooth one. Taiwan needs a new government that readily takes on 

each and every challenge. And it is my job to lead such a government. 

　　Our pension system will go bankrupt without reform. 

　　Our rigid educational system is increasingly out of touch with society. 

　　Our energy and resources are limited, and our economy lacks momentum, with the old model 

of OEM manufacturing facing a bottleneck. This country urgently needs a new mode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ur population is rapidly aging, while the long-term care system remains inadequate. 

　　Our birthrate remains low, while a sound childcare system seems a distant prospect. 

　　Our environment still suffers from severe pollution. 

　　Our country's fiscal situation is far from optimistic. 

　　Our judicial system has lost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Our families are deeply disturbed by food safety scandals. 

　　Our wealth disparities are still widening. 

　　Our social safety net is full of holes. 

　　Most importantly, and I must stress: our young people still suffer from low wages. Their lives are 

stuck, and they feel helpless and confused about the future. 

　　Young people's future is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If unfriendly structures persist, the 

situation for young people will never improve, no matter how many elite talents we have. My self-

expectation is that, within my term as President, I will tackle this country's problems step by step, 

starting with the basic structure.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for the young people of Taiwan. Although I cannot give every young 

person a raise instantly, I can promise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ill initiate actions immediately. 

Please give us some time, and please join us on this journey of reform.

　　To change young people's predicament is to change a country's predicament. When its young 

people have no future, a country is certain to have no future. It is the solemn duty of the new 

administration to help young people overcome difficulties, achieve generational justice, and deliver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 bette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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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ansforming Economic Structures

　　To build a better country, going forward, the new administration must accomplish a number of 

tasks. 

　　The first is to transform Taiwan's economic structure. This is the most formidable task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must take on. We must not think lightly of ourselves, and we must not lose 

confidence. Taiwan enjoys many advantages that other countries lack. We have the vibrancy and 

resilience of a maritime economy, the pragmatic and reliable culture of engineers, a well-developed 

industrial chain, nimble and agil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of course, our relentles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n order to completely transform Taiwan's economy, from this moment on, we must bravely chart 

a different course – and that is to build a "New Mode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aiwa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ill pursue a new economic mode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re values of innovation, employment and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e first step of reform 

is to strengthen the vitality and autonomy of our economy, reinforce Taiwan's global and regional 

connection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s well as 

free trade negotiations including the TPP and RCEP. We will also promote a "New Southbou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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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elevate the scope and diversity of our external economy, and to bid farewell to our past 

overreliance on a single market. 

　　Furthermore, the new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hat the only way for Taiwan to overcome the 

current economic stagnation is to stimulate new momentum for growth. Our export and domestic 

demand will serve as twin engines for growth, allowing business production to becom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livelihoods of the people, while building close ties between foreign trade and the 

local economy. 

　　We will prioritize our plans to promote five major innovative industries, with the goal of 

reshaping Taiwan'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By protecting labor rights, we will also actively raise 

productivity and allow wages to grow in lock-step with the economy. 

　　This is a crucial moment for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have the resolve and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Going forward, we have systematic plans to engage in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strength of the entire country and bring forth this new model. 

　　As we pursue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must not forget our responsibility to the environment. 

Our New Mode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be fully integrated with national land-use plann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ustrial planning strategy and national 

land-use should not be fragmented or shortsighted. We must also pursu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which requires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by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And it requires 

our local governments to uphold the spirit of regional joint governance. 

　　We must not endlessly expe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health of our citizens as we have done 

in the past. Therefore, we will strictly monitor and control all sources of pollution. We will also bring 

Taiwan into an age of circular economy, turning waste into renewable resources. We will gradually 

adjust our energy options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sustainability.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ill 

seriously address issue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land conservation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fter 

all, we only have one earth, and we only have one Taiwan. 

2.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Safety Net

　　The second area that the new government must address is to strengthen Taiwan's social safety 

ne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several incidents of violent crime affecting the safety of children and 

youth have shaken our entire society. However, a government cannot remain in a state of shock. 

It must demonstrate empathy. No one can endure the pain and suffering on behalf of the victims' 

famili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and especially the first responders, must let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feel that, when unfortunate incidents occur, the government is on their side. 

　　Beyond offering empathy,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pose solutions. We must do everything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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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o prevent the repeated occurrences of tragedy, by swiftly mending holes in areas such as public 

safety,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work.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ill address these issues 

with the utmost seriousness and readiness to act, particularly on public safety and anti-drug efforts. 

　　The issue of pension reform is crucial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 We should not 

hesitate, nor should we act in haste. Vice President Chen Chien-jen is spearhea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nsion Reform Committe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have devoted some effort to this issue, but 

public participation was inadequate. The new government will launch a collective negotiation process, 

because pension reform must unite everyone involved. 

　　For this reason, we will convene a national congress on pension reform that brings together 

representatives from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and occupations to engage in negotiations on the basis of 

societal unity. Within a year, we will offer a workable proposal for reform. Whether you are employed 

in the private or the public sector, life after retirement for every citizen should receive fair protection. 

　　Furthermore, on the issue of long-term care, we will establish a high-quality, affordable 

and extensive long-term care system. Like pension reform, long-term care is a proces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The new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lead and plan, while 

encouraging citizens to organize in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efforts of collective social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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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goal is to build an adequate and comprehensive system. Every senior citizen can comfortably 

enjoy life after retirement in a community they are familiar with. Every family will see their burden 

of care lightened. We cannot leave senior care entirely to the free market. We will take up our 

responsibilities, plan and implement step by step, and get adequately prepared for the arrival of a 

hyper-aging society. 

3.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 third area the new government must address is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On this issue, 

the new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civil society to align its policies with the values of 

diversity, equality,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human rights, so as to deepen and evolve Taiwan'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For new democratic mechanisms to move forward, we must first find a way to face the past 

together. I will establish a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inside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to 

address the historical past in the most sincere and cautious manner. The go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s 

to pursue true social reconciliation, so that all Taiwanese can take to heart the mistakes of that era. 

　　We will begin by investigating and sorting through the facts. Within the next three years, we plan 

to complete Taiwan's own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ransitional justice. Follow-up work on transitional 

justice will then be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uth unveiled by the report. We will discover 

the truth, heal wounds, and clarify responsibilities. From here on out, history will no longer divide 

Taiwan. Instead, it will propel Taiwan forward. 

　　Also related to fairness and justice, I will uphold the same principles when add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At today's Inauguration Ceremony, before they sang the 

national anthem, the indigenous children first sang the traditional melodies of their tribes. This 

means that we dare not forget who arrived first on this island. 

　　The new government will address issues concerning indigenous peoples with an apologetic 

attitude. My administration will work to rebuild an indigenou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rogressively 

promote indigenous autonomous governance, restore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improve the livelihood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Next, the new government will actively promote judicial reform. At this juncture, this is the issue 

the people of Taiwan care the most about. The general sentiment is that the judicial system is not 

close to the people, and is not trusted by them. It is unable to fight crime effectively, and has lost its 

function as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for justice. 

　　To demonstrate the new government's resolve, we will hold a national congress on judici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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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ming October. By allow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letting in social forces, we will advance 

judicial reform together. The judicial system must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It will no longer 

be a judicial system for legal professionals only, but for everyone. Judicial reform is not only the 

business of legal professionals; it must be inclusive. These are my expectations for judicial reform. 

4.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fourth area for the new government to address is regional peac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sia and the world 

have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And governmen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over glob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stability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Taiwan has always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region's development. But in recent years, 

regional dynamics have been changing rapidly. If Taiwan does not effectively use its strengths and 

leverage to pro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egional affairs, it will not only become insignificant, it may even 

become marginalized and lose the ability to determine its own future. 

　　But where there is crisis, there is opportunity. The present stage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highly connected and complementary with many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f our 

efforts to build a New Mode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be linked to other Asian and Asia-

Pacific countries through cooperation, to jointly shape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e will not 

just contribute to the region's innovation. We will also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region's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gether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is region, we will forge 

an intimate sense of "economic community." 

　　We will share resources, talents and market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achiev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o allow the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This is the spirit on which our "New Southbound 

Policy" is based. We will broad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regional neighbors in areas such as 

technology, culture and commerce, and expand in particular our dynamic relationships with ASEAN 

and India. We are also willing to engage in candid exchanges and pursue possibilities for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on our common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we actively develop our economy,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building regional peace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In this process, Taiwan will be a "staunch guardian of peace" that actively 

participates and is never absent. We will work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We will make efforts to facilitate domestic reconciliation, strengthen ou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consolidate consensus, and present a united posi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For us to accomplish our goals,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are absolutely cruci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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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also become a "proactive communicator for peace." We will establish mechanisms for intensive 

and routine communications with all parties involved, and exchange views at all times to prevent 

misjudgment, establish mutual trust, and effectively resolve disputes. We will handle related disputes 

in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s of maintaining peace and sharing interests. 

　　I was elected Presid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us it is my 

responsibility to safeguard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garding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 we propose setting aside disputes so as to enable 

joint development. 

　　We will also work to maintain the existing mechanisms for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1992, the two institutions representing each side across the Strait (SEF & 

ARATS),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s, arrived at various joint acknowledgements and 

understandings. It was done in a spirit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 political attitude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setting aside differences. I respect this historical fact. Since 1992, over twenty 

years of interactions and negotiations across the Strait have enabled and accumulated outcomes 

which both sides must collectively cherish and sustain; and it is based on such existing realities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that the stable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must 

be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new government will conduct cross-Strait affai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stitution, the Act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and other relevant legislation. The two governing parties across the Strait 

must set aside the baggage of history, and engage in positive dialogu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By existing political foundations, I refer to a number of key elements. The first element is the fact 

of the 1992 talk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representing each side across the Strait (SEF & ARATS), 

when there was joint acknowledgement of setting aside differences to seek common ground. This is 

a historical fact. The second element is the existing Republic of China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third 

element pertains to the outcomes of over twenty years of negoti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cross the 

Strait. And the fourth relates to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 and prevalent will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5. Diplomatic and Global Issues

　　The fifth area for the new government to take up is to fulfill our duty as a citizen of the world 

and contribute towards diplomatic and global issues. We will bring Taiwan closer to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closer to Taiwan. 

　　With us here today are many heads of state and delegations.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m for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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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standing assistance to Taiwan and for giving us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oing forward, through governmental interactions, business investment and people-to-

people collaborations, we will continue to share Taiwan's experie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 lasting partnerships with our allies. 

　　Taiwan has been a model citizen in global civil society. Since our democratization, we have 

persisted in upholding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peace,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t is with 

this spirit that we join the alliance of shared values and concerns for global issues. We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our relationships with friendly democrac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to 

advance multifaceted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shared values. 

　　We will pro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rule-

making, steadfastly defend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d integrate into important regional trade 

and commercial architecture. We will also not be absent on the prevention of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We will create within the Executive Yuan an office for energy and carbon-reduction. 

We will regularly review goals for cutt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reement 

negotiated at the COP21 meeting in Paris. Together with friendly nations we will safeguard a 

sustainable earth. 

　　At the same time, the new government will support and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merging global issues including humanitarian aid, medical assistanc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research, anti-terrorism cooperation and jointly tackling transnational crime. Taiwan will be an 

indispensable partn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nclusion

　　From the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1996 to this year, exactly 20 years have gone by. 

Thanks to two decades of hard work by successive governments and civil society, we have overcome 

many obstacles that emerging democracies must confront.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we have had 

many touching moments and stories. But like other countries, we have also experienced anxiety, 

uneas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 

　　We have witnessed confrontation within society; confrontation between progressive and 

conservative forces, between pro-environment and pro-development views, and between political 

ideologies. These confrontations have sparked the energy for mobilization during election seasons. 

But also because of these dichotomies, our democracy gradually lost its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Democracy is a process. In every era, those who work in politics must recognize clearly the 

responsibilities they shoulder. Democracy can fall backward, but it can also move forward. Standing 

here today, I want to say to everyone: for us, falling backwards is not an option. The new government's 

duty is to move Taiwan's democracy forward to the next stage: before, democracy was about winning 

or losing the election. Now, democracy is about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Before, democracy was a 

showdown between two opposing values. Now, democracy i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any divers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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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build a "united democracy" that is not hijacked by ideology; to build an "efficient democracy" 

that responds to the problems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o build a "pragmatic democracy" that takes 

care of the people – this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era. 

　　As long as we believe, the new era will arrive. As long as our leaders have unwavering faith, the 

new era will be born in the hands of our generation. 

　　Dear fellow Taiwanese, my speech is coming to a close, but reforms are just about to start. From 

this moment on, the weight of the country rests upon the new government. It is my duty for you all 

to see this country change. 

　　History will remember this courageous generation. This country's prosperity, dignity, unity, 

confidence and justice all bear the marks of our struggle. History will remember our courage. It will 

remember that in the year 2016, we took this country in a new direction. Everyone on this land can be 

proud of having participated in changing Taiwan. 

　　In the earlier performance, I was really touched by a verse in the lyrics of a song:  "Today is the 

day, my brave fellow Taiwanese." 

Dear fellow citizens, dear 23 million people of Taiwan: the wait is over. Today is the day. Today, 

tomorrow, and on every day to come, we shall all vow to be a Taiwanese who safeguards democracy, 

freedom, and this country.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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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or Lin,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nd Exper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I am deeply honored to be invited to attend thi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by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INPR). This forum brings together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nd 

experts to discuss th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of many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special contex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Today, I will speak 

on current developments and the cross-Strait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1. Institutional reforms by the CPC amidst geopolitical strategic changes in the Asia-Pacific

　　Develop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epresent a history of constant change, progress and 

cooperation. Si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ame to power in 1949, the Mainland has 

witnessed a period of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tumult extending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proposal of opening and reforms a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1978. In just 40 years since then, mainland China has vastly grown in strength. 

This development has been inspired by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the Cold War. It has 

also steadily affected the strategic pattern both internationally and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PC Congress in 2012, the Mainland leader Xi Jinping has been more committed to 

accelerating deep reforms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in a number of areas. He is rebuilding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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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military order in ways that are profoundly impacting the life 

of one-fif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Mainland China's rise 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have surprised the world. It is, without question, a focus of concern and discus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day. 

　　Taiwan has not stood apart from this trend. In the 1980s, we promo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gradual democratization. Taiwan's adherence to the concepts and values of 

democracy,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has exerted a positive influence and force in 

the process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is relationship has progressively evolved from past military 

confrontation to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s. The process has not been without ups and downs. But 

placed in historical context one can see that it is the inevitable produc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on 

both sides. Mainland China is also learning to face up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Taiwan. Since May 20,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ve been in a cooling-off phase, but there has 

not been any saber-rattling. Taiwan has shown restraint and taken a non-provocative and pragmatic 

attitude. This comes from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icult process and hard-won results of the past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We believe that mutual respect, goodwill,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can bring positive energy to cross-Strait and regional peace. 

2.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are the key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ave chosen different systems. Yet both sides share the same 

goal of putting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first. For the past nearly six months, Taiwan has clearly 

expressed its respect for the historical fact of various joint acknowledgements and understandings 

achieved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SEF) 

and the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RATS) in 1992. We have conducted 

cross-Strait affairs on the existing political foundatio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stitution, the Act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and other relevant legislation. And we have worked hard to maintain the peaceful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R.O.C. government has been clear, consistent 

and firm in its cross-Strait policy views and stance. It has also shown the utmost flexibility.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are important attitudes in advanc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Mainland should positively understand the goodwill in Taiwan's words and actions. 

It should not negatively interpret or deliberately conflate intern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with 

independence acts or make unwarranted criticism. Such treatment is not appropriate.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to look at cross-Strait relation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1987, 

Taiwan lifted restrictions on family-related visits to the Mainland. Since then, the government has 

continued to adjust policy actions in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In 1991, Taiwan established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MAC) and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SEF). It also formulated the Act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to handle cross-Strait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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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egin cross-Strait talks. In 2000, Taiwan introduced an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involv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Mini Three Links and "proactive liberalization with effective management." Thi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opening of direct cross-Strait transportation links, tourism, 

bilateral investment, and the signing of 23 cross-Strait agreements. Since May 20 of this year, the R.O.C. 

government has positively sought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Such efforts include the proposal of the aforementioned discussion to narrow the cognitiv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Based on the legal principle of equality, it has also promoted the 

inclusion of Mainland students in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cared for the education and 

daily life of Mainland students and Mainland spouses in Taiwan, and built a safe travel environment 

for Mainland tourists. In its foreign economic layout, Taiwan has sought to develop cooperatively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build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two sides. Beijing should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with goodwill, positively view Taiwan's efforts, and reduce its targeted criticism and accusations 

against Taiwan. 

3. Seeking common understanding through pragmatic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The mechanisms for official interaction and institutionalized negoti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ave been temporarily suspended. Although this has complicated efforts by the two sides to 

resolve their political differences and concerns, Taiwan proactively maintains contact with the other 

side on cross-Strait affairs through existing channels. We believe that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constructiv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without preconditio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keys to 

solving problems and building mutual trust. We also believe that sincerity and goodwill are the keys to 

finding new common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Taiwan's invitation for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mainland China. Taiwan fulfilled its responsibility in maintain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should not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deed, these differences require pragmatic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to prevent the two sides from slipping into the vicious cycle of suspicion and stagnation. Closing doors 

does nothing to help clarify the facts or pursue cooperation. Constructive dialogu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for different developments, systems, ideologies, and social modes is the only way to remove 

barriers. 

4. The government has consistently adhered to safeguard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The R.O.C. is a democratic country in which all policy formulations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ajority opinion and respect the operation of democratic mechanisms. The R.O.C. is the greatest 

common denominator in Taiwan society. We hope that mainland China will pragmatically face up to 

this reality.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ave continued 

for 30 years and have steadily intertwined the two civil societies. They have also gradually defused 

the past hard-power confrontation focused on armed conflict and replaced it with flexible exchanges 

and learning process i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pheres. Neither side wants opposi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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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ute. We welcome normal cross-Strait people-to-pepole exchanges and contact for its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building mutual trust. We also believe that 

the recipe for promoting harmonious feelings between the people on the two sides includes mutual 

concern, interaction without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alternatives, a refusal to use "quantitative" 

or "physical" differences to suppress the other side, and a refusal to intensify confrontation and 

hostility in cross-Strait public opinion. 

　　The well-being of people on both sides lies at the co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 MAC survey conducted in August this year found that 83.8% of the public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policy commitment since May 20 to maintaining peaceful and stable cross-Strait 

relations; 77.5% of the public support handl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by democratic mechanisms and 

in keeping with public opinion; and nearly 90% of the public support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Taiwan's cross-Strait policy is suppor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It also corresponds with the interests of regional parties. We hope that normal and healthy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will align the direction and rhythm of cross-Strait developments 

with the public's expectations and create momentum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n both sides. 

5. Conclusion

　　Looking to the future, mainland China will need to implement reforms that will have a far-

reaching impact. As the Mainland grows stronger, it will also change the global strategic order. We 

hop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closely watch developments in the region. We also hope 

that during this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continue to convey a strong message to 

mainland China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peace, urge the Mainland to show more flexibility 

and goodwill, and encourage construc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sides to maintain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region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As a vital member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R.O.C. will more proactively develop Taiwan's 

geostrategic role and value, take concrete actions to maintain cross-Strait peace, and deepen all-

round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friendly to Taiwan. 

　　I hereby also urge mainland China to face up to the truth that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never 

been a one-way street or a single-plank bridge. Trust-building mechanisms between the two sides 

must be a two-way process and must come with "mutual guarantees." Facing new developments 

from internal reforms and mutual intera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aiwan has already embraced 

a new discussion and direction. The Mainland must break away from old ways of thinking and 

its standard behavior towards Taiwan. The two sides can unlock the greatest possible space for 

cooperation by opening the door at the same time, facing up to each other, and working together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In closing,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and wish the symposium great succes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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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MAC) stated today (September 14, 2016) that it has entrusted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U.S.-based Brookings 

Institution to jointly hold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the Tsai Ing-

Wen Administration" on September 15 (US Eastern Standard Time) in Washington, D.C. MAC Deputy 

Minister Lin Cheng-yi will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present a keynote address. 

　　The MAC indicated that prominent scholars and experts will attend the one-day symposium to 

present papers and exchange view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condition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China"-US relations, and other subjects. Scholars participating from Taiwan includ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rthur Shuh-Fan Ding, Professor 

Yan Jiann-fa of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t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ident of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Hsu Szu-chien, Professor Chou Chih-

chieh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rofessor 

Lin Wen-cheng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Tsai Ming-ye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US scholars include Director of the East Asia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Richard Bush,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ofessor David Brown, Se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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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or in China Studies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ristopher K. Johnson, 

Deputy Director Scott Kennedy, Senior Adviser 

for Asia Bonnie Glaser,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for Asia and Japan Chair Michael J. 

Green. The symposium will also be joined by 

academic scholars from Bucknell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of Denver 

and other universities. 

　　The MAC stated that, since May 20, 

the government has strived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of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existing cross-Strait mechanisms based on respect for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existing political foundation. 

The government will conduct cross-Strait affai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ct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and other relevant legislation. It has shown the fullest flexibility and good faith and earned 

affirma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majority of domestic public opinion. 

　　The MAC also indicated the symposium has been jointly held by think tanks in Taiwan and the 

U.S. for seven years. Through academic exchange and discussion of important cross-Strait issues,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Washington D.C.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attention to and exchange 

of view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mong all sides. Future government policy will administrate with 

the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well-being in mind. It will continue to open a wide door 

for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and, through multi-track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uild benign, 

harmonious, and mutually trust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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