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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九屆立法院已於 12/18 起停會，因此本月國會動態報告調整主題，以分析 2020 年第

十五屆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為主題，且由於選罷法中明定，涉及選舉民調的訊

息，於投票前 10 天起不得進行傳播，因此順律顧問將本月報告提前發佈，提供相關人士參

考。本次報告內容中所有分析觀點，並無特定政治立場，僅為順律顧問經公開資料分析後之

論點。如欲引用報告中內容，請洽順律顧問取得授權。



總體分析

依據三黨總統候選人目前推出政見，未來四年台灣產業會面臨最大變動的應該是數位經濟、

能源兩大產業，主要變動來自於國內政策調整，或產業轉型過程的制度化。

以數位經濟議題來說，未來四年成立一個數位主管機關應是大勢所趨。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

張善政對外提出「十大數位行動計畫」，與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科技政策中所提，研

議整合資訊、資安、電信、網路及傳播五大領域的主管機關或機制，兩個方案都是透過單一

主管機關，解決過往因涉跨部會業務，無法有效獲得政府輔導資源協助的問題。在這樣的政

策基礎上，對於台灣中小企業而言可能存在福禍相依的問題，福在於政府給予更多補助計畫

協助轉型，但當管理標準提高，對中小企業而言很難企及跨國企業的門檻則是可能面臨的

禍。而對於跨國企業而言，新的數位部會可能會對其規範更嚴謹，但提供統一的渠道，不需

針對不同法規溝通各管轄部會。

以能源政策來說，國民兩黨都認同應該要擴大乾淨能源的發電佔比，但具體做法存在歧異。

民進黨主張以離岸風電加上太陽能發電的方式進行，預期在 2025 年要達成 20% 的綠能發電

佔比，其中發電佔比太陽光電達到 20GW、風力發電達到 6.9GW 的目標，太陽能發電未來

會採取「屋頂式」建設，鼓勵學校、工廠、住家一同投入發電。國民黨則是提出在 2035 年

以前，將乾淨能源使用比例提高到 50% 以上，降低燃煤發電同時解決發電過於集中以及空

污兩大議題，於此同時國民黨認為離岸風電技術尚未成熟，過早投入存在風險，應該使用「以

核養綠」的方式。目前判斷可能會有主要影響的包括離岸風電的外商，以及台灣的太陽能面

板廠商，因乾淨能源的佔比擴大，太陽能發電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對於離岸風電廠商而言，

國民黨或民進黨的執政可能直接影響第三期規劃是否持續進行。



國會動態更新及預告

根據先前院會協商，由於委員需要投入選舉，12/18 起立法院開始休會，但民進黨團於

11/28 院會上已提案，希望 12/31 復會一天，並投票通過。目前判斷 12/31 民進黨團將在第

九屆最後一次院會通過重點法案，例如反滲透法等。目前反滲透法已召開第三場朝野協商，

第一場國民黨及親民黨未出席該會議，但依程序，李俊俋召委宣布送院會二讀表決。12/26

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呼籲蘇嘉全院長召開朝野協商，因此 12/27 及 12/30 分別召開兩場針

對反滲透法的朝野協商，目前仍在協商過程。

2020 年 1 月 11 日乃選舉日，新任立法院將於 2020 年 2 月 1 日就任。因此 2020 年 1 月份

並不會有國會動態更新，鑒此，順律顧問下月報告主題暫定為「第十屆立法委員分析及特定

法案研究」。



第十五屆總統及副總統選舉 選情趨勢分析

2020 總統大選的民調分析，自 11 月起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屢次提出民進黨「操作」民調，刻意壓低對韓國瑜

的支持度，影響選民信心，因此於 11 月底呼籲支持者拒答民調，甚至喊出「唯一支持蔡英文」。從目前來看，

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喊出口號後，自 12 月起韓國瑜的民調數據明顯下降，而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的民調支持

度突破百分之 50。

•	 觀點：對於目前民調及選舉態勢的觀察，提出幾點參考意見。 

1. 從民調數據上來看，兩黨的副手在宣布後都沒有形成明顯的拉抬效果，目前判斷兩者分別原因不同。對

民進黨而言，初選結束後即開始推動黨內團結，期間雖有部分賴清德支持者抱不平，但並未有人從中鼓動

脫黨，且賴清德的核心支持者多為深綠，除民進黨外總統大選中並無其他選擇，因此賴清德出任副手象徵

黨內團結，但並未對大局帶來重大影響 ; 對國民黨而言，張善政雖形象偏正面，但並非國民黨籍，對深藍

或「韓粉」沒有重大影響，韓國瑜應是希望透過張善政拉攏淺藍或中間選民，因此張善政主攻政策面，甚

至成立副總統競選辦公室，和韓國瑜有明確分工，從目前兩者的角色定位而言，這樣的操作對選情應可帶

來正面影響，但是能否成功說服中間選民，從目前的民調結構中無法分析。 

 

2. 從幾個不同的民調中對比，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宣布參選後，韓國瑜的支持度下降，但目前無法證明兩

者具有因果關係。目前來看，宋楚瑜宣布參選後並未獲得媒體高度關注，導致曝光率不高，民調僅維持百

分之 6 上下浮動，此為宋楚瑜的基本盤，再加上藍營的浮動選民，目前預計宋楚瑜可拿 6%-10% 左右選票

（2016 年宋楚瑜得票率為 12.83%）。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支持度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 蘋果日報發佈之對比民調數據



3. 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民調近期超過 50%，但在黨內意見並不一，對民調高升並未抱有絕對信心，判斷原

因有二：1、韓國瑜的支持者響應拒答民調，預計影響達 5%-8%。 2、支持度領先太多容易導致選民鬆懈，

而反方支持者投票意願高，可能造成意外翻盤，國外曾有過類似案例。因此，民進黨選前最後一個月的競

選主軸，定調除了側面打擊對手，還有呼籲參與投票。從這一點上可猜測，民進黨內在總統局上的共識已

聚焦鞏固選票，蔡總統應在政見推動上會採取保守策略，以不出錯為最大目標，不會有過於出乎意料之外

的舉措。 

 

4. 12/18 第一次總統候選人政見發表會結束，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主力攻擊蔡政府的主權認同問題，對近

期以來對他高雄執政、兩岸議題的指控做出澄清，並無針對未來政見提出重大方向（特偵組的復立核心論

點是對政府貪汙審查）; 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在政見發表會上重心放在回擊韓國瑜指控，並提及過去三年

多執政政績，沒有詳細談及未來政策。由此看來，民進黨將採保守策略，因就選情現狀蔡總統僅需保持優

勢 ; 最後反觀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發表會整體來看平穩，針對政府的結構性問題以及國民兩黨弊病提出

見解，但沒有針對產業政策進行闡述。 

 

從整體政見發表會上分析，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由於先前並未積極投入選舉，但在政見發表會上展現一貫

對於政治的幹練，可能喚醒部分支持者的回攏，預計可能對民調有帶動上升影響 ; 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雖

沒有提出明確政見，但整體台風相較去年高雄市長選舉辯論，有顯著提昇，且整體表現沒有重大失誤，單

就本次政見發表會應對民調提昇有些微影響 ; 就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而言，本次發表會沒有特殊表現，對

目前民調應不造成影響。

第十五屆總統及副總統選舉 選情趨勢分析



第十五屆總統及副總統選舉 具體政見分析 （依選舉號次排序）

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在政見發表會上點出，台灣面臨六大危機，分別是 1、劇烈的氣候變化的危機 2、高齡化

及少子化帶來人口結構改變的危機 3、國際區域經濟整合重組可能導致台灣在國際上被邊緣化的危機 4、數位

科技所帶來的產業結構的變化，可能將對中小企業帶來轉型甚至失業的危機 5、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6、

社會道德價值的淪喪。

•	 產業：能源、貿易、中小企業、數位經濟

•	 觀點： 在首場的政見發表會上宋楚瑜並未對其有過多的探討，不過從這六個方向可以總結可能相關的產業，

包括能源和數位經濟兩大議題。從能源議題角度上來看，親民黨在該項政策與國民黨較相近，偏向以核養

綠的作法，對蔡政府近年主張的離岸風電並非完全支持。數位經濟的部份，除 OTT 領域之外，親民黨團對

科技政策並無過多提案，目前無法判定政策方向會如何制定。

親民黨候選人
宋楚瑜 / 余湘 政見



第十五屆總統及副總統選舉 具體政見分析 （依選舉號次排序）

雖然在政見發表會上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並無對政策多有著墨，但曾與張善政倆人召開記者會發佈國政白皮

書，其中政見涉及 26 大領域之政策，簡要摘出可能與產業相關的政策包括兩岸經濟、能源、金融創新、科技

數位、國際經濟、觀光等幾大領域，更單獨提出一項「十大數位行動計畫」，政見不詳列於本報告中，如有需

要可至集智台灣進行查詢。

•	 產業：一級產業、能源、數位經濟、國際貿易、觀光

•	 觀點： 國民黨陣營所提政見有部分與產業重要相關，且和現行制度有較大不同，在此重點討論十大數位行

動計畫及能源政策兩項。 

 

十大數位行動計畫中，提出成立數位創新委員會的實質部會機關，盤點檢討不利數位發展法規，研擬創新

數位政策，同時在各級政府機關設置數位創新辦公室。目前從白皮書的內容來看，國民黨的作法傾向正面

支持國內中小企業，但對於跨國企業並沒有明確的傾向性。 

 

能源政策的部份，國政白皮書中秉持國民黨一貫的立場，包括以下兩點，尊重公投決定以核養綠，以及推

動產業轉型降低用電成長。由此來看民進黨近年推動的離岸風電政策，若國民黨執政離岸風電第三期的規

劃或許需要重新評估，重新啟動核四也在國民黨考慮範圍之內。國民黨能源政策的核心訴求是希望在 2035

年以前將乾淨能源使用比例提高到 50% 以上，降低燃煤發電同時解決發電過於集中以及空污兩大議題。

國民黨候選人
韓國瑜 / 張善政 政見

https://sanity.tw/sanpeople/policy


第十五屆總統及副總統選舉 具體政見分析 （依選舉號次排序）

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作為現任執政者，在政見層面基本維持現行作法，因此整體提出政見並沒有太多，僅列出

幾篇文章於競選官網，其中包括全齡照護、南方區域發展、綠能發展方向、科技航太政策、財經等，與產業重

要相關的部份包括幾點：數位經濟、綠能政策、太空產業。

•	 產業：數位經濟、綠能、航太

•	 觀點： 數位經濟部分所提政見與國民黨候選人沒有太大差異，主要訴求是成立數位部會，將目前分散於各

部會的管轄權限統一到數位部會中一起管理，以目前而言交通部管電信基礎建設、NCC 管通訊及傳播事業、

經濟部工業局管部分資通訊業務、個資管理則分散於各部會等。但整體而言，成立數位部會對於國內的中

小企業而言可能存在福禍相依的問題，福在於政府給予更多補助計畫協助轉型，但當法規管理標準提高，

對中小企業來說或有難企及跨國企業相同標準門檻的問題。 

 

綠能產業部分，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強調，台灣長期依賴核能，導致人民面臨核災及健康風險，應主力

發展太陽能及風能兩大路線，預計在 2025 年要達成 20% 的綠能發電佔比，其中發電佔比太陽光電達到

20GW、風力發電達到 6.9GW 的目標。太陽光電將主推「屋頂型」光電，讓家庭、工廠、學校參與到光電

建設之中。離岸風電則維持現有政策發展，並加強本土化比例，打造國際綠能產業鏈，未來甚可往外成為

亞洲風電市場的領頭。

民進黨候選人
蔡英文 / 賴清德 政見



第十屆立委選舉 不分區立委 整體趨勢分析

以整體趨勢而言，截至 12 月中旬來看，民進黨政黨支持度以近 3 成佔領先優勢。國民黨呈現持續下跌狀況，

徘徊在 2 成左右。第三勢力則以民眾黨領頭，維持在 1 成左右支持度，時代力量其次。親民黨的支持度在宋楚

瑜宣布投入總統大選後有微幅的上升。值得注意的地方，本次選舉「未表態」的選民起伏波動很大，淺藍或淺

綠的選民轉移支持的可能性比往年選舉更高。 

•	 觀點：  

1. 國民黨的支持度持續下滑，主要兩個節點分別落在國民黨公布不分區名單，以及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呼籲

拒答民調兩個時間點前後，但支持者並非直接轉移到其他陣營，而是多數選擇未表態以及投廢票，由此來

看並非沒有機會在最後歸隊國民黨，但國民黨可能需要做出改變，增加選民信任感，否則本屆選舉的不分

區可能與往年相比會有席次落差。以支持度走勢與往年相比，目前判斷保守席次可能落在 9 席，可往上爭

取至多 14 席。 

 

2. 民進黨在政黨支持度上基本持穩，但要達到 2016 年的成績應有困難，根據中選會統計，2016 年民進黨

政黨得票率為 44%，獲 18 席次。以目前局勢判斷，本屆選舉民進黨保守席次有 12 席，可往上爭取至多

16 席。 

 

政黨支持度分析

資料來源： 蘋果日報發佈之對比民調數據



第十屆立委選舉 不分區立委 整體趨勢分析

3. 民眾黨雖為新成立政黨，但近期支持度都可維持在 10% 左右，象徵具有足夠的影響力，距離選舉仍有

一段時間，還有努力空間，且民眾黨在區域選區仍有幾位候選人，黨主席柯文哲在四處輔選的過程中，可

望帶動民眾黨整體選情。目前判斷民眾黨本次選舉保守席次落在 3 席，至多可爭取至 7 席。 

 

4. 親民黨與時代力量兩黨在 2016 年選舉中獲得政黨票差距不大，都在 6-7% 之間，分別拿到 2 席與 1 席。

目前時代力量也維持在與上次差不多的支持度，但本次時代力量在區域選區的影響力似有下降，且不被媒

體重點關注，對整體氣勢仍有影響，預計可保 1 席，但至多無法超過 3 席。親民黨的部份支持度不比往年，

但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可能在後期創造更大關注，同時吸收藍營外流的支持者，存在機會點，目前判斷與時

力一致，保 1 席，上看 3 席。 

 

5.  其他政黨在本次選舉的支持度相較往年更高，但由於選罷法中規定單一政黨需要獲取 5% 以上的選票才

可以分得不分區席次，若沒能超過 5%，將扣除這部份的選票，將席次分配至前面政黨，因此超過 5% 的

政黨可能獲得比所得票更高的席次，存在浮動空間。



各政黨不分區名單分析（僅列部分政黨）

國民黨不分區名單（僅列前 20 名）

1 曾銘宗
國民黨政策會前執行長、黨團總召、立委、
金管會前主委

11 張育美 中常委、天成醫療體系董事長

2 葉毓蘭 亞洲警察學會祕書長、警大前教授 12 李德維 中常委

3 李貴敏 律師、前立委 13 溫玉霞 世界台商會名譽總會長、台商

4 吳斯懷
反年改團體「八百壯士」副指揮官、陸軍
前中將副司令

14 吳敦義 國民黨主席、前副總統

5 鄭麗文 行政院前發言人、前立委 15 謝龍介 台南市黨部主委

6 林文瑞 中常委、雲林農田水利會長 16 車宜靜 世界至孝篤親舜裔總會理事長

7 廖婉汝 屏東縣黨部主委 17 牛春茹
黃國園黨部副主委、桃園新住民文化交流
協會理事長

8 翁重鈞 前立委 18 曾文培 中常委

9 吳怡玎
普大應用材料執行董事、前高盛集團執董、
副總裁

19 李玉嬋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人類發展與健康學院院
長

10 陳以信 總統府前發言人 20 王裕文
台北企業總工會理事長、台灣勞工總工會
理事長

民進黨不分區名單（僅列前 20 名）

1 吳玉琴 立委、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秘書長 11 沈發惠 前立委

2 洪申翰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 12 林楚茵 主播

3 范雲
台大教授、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社民
黨前召集人

13 施義芳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立委

4 羅美玲 南投縣議員 14 游萬豐 前世界台灣商會聯合會總會長

5 邱泰源 立委、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 15
   歐蜜 ‧

偉浪
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行動聯盟秘書長

6 周春米 立委 16 湯蕙禎
桃園市政府民政局長、桃園市客家文化基
金會董事

7 游錫堃 行政院前院長 17 陳靜敏 立委、臺灣護理學會副理事長

8 柯建銘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 18 黃奕睿 會計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

9 管碧玲 立委 19 許忠富 前雲林縣麥寮鄉長

10 莊瑞雄 立委 20 張菊芳 法扶基金會董事、律師

安全席次範圍  ;  可能爭取席次



各政黨不分區名單分析（僅列部分政黨）

民眾黨不分區名單（僅列前 14 名）

1 賴香伶 台北市勞動局長 8 詹翔欽 翔琪檸檬茶創辦人

2 張其祿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 9 陳琬惠 台灣工藝團體自律團體聯盟秘書長

3 高虹安 鴻海集團工業大數據辦公室主任 10 林國成 台北市議員

4 邱臣遠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11 孫智麗 財經專家

5 蔡壁如 台北市政府顧問 12 楊弘仁

6 楊博宇 13 黃瀞瑩 台北市政府副發言人

7 吳欣盈 新光人壽慈善基金會執行長 14 馮啟彥

親民黨不分區名單（僅列前 10 名）

1 滕西華 身心障礙聯盟秘書長 6 張碩文 親民黨組織部主任

2 李鴻鈞 立委、親民黨秘書長 7 施壽全 馬偕醫院前院長

3 宣明智 聯電榮譽副董事長 8 李海同 青溪總會指導顧問

4 劉宥彤 永齡基金會執行長 9 蔡沁瑜 永齡基金會副執行長

5 陳怡潔 立委、親民黨團幹事長 10 高瀚 德國音樂博士

時代力量不分區名單（僅列前 10 名）

1 陳椒華 環保運動人士 6 關心羚 獸醫

2 邱顯智 時力前黨主席 7 王幗英 會計師、金控副總

3 王婉諭 小燈泡媽媽、司改國是會議委員 8 吳佩芸 藥界推薦

4 黃國昌 時力立委 9 白卿芬 台灣經濟研究院 副研究員／計畫主持人

5 翟本喬 和沛科技董事長 10 陳永興 民報發起人、門諾基金會董事長

•	 觀點： 不分區立委在政黨提名時多是因為所屬專業或特定選民導向，部分委員在提名時就已明確未來專攻

的領域。目前判斷科技 / 新經濟、醫藥、能源三大產業是本屆不分區名單的重點，以下分別整理。 

1. 科技 / 新經濟產業	

國民黨不分區第 3，李貴敏，曾任第八屆立委，推動產創條例、電子支付等法案，未來主要投入創新、研

發相關領域。不分區第 9，吳怡玎，專長統計、數據分析，未來主責大數據、AI 部分議題； 

安全席次範圍  ;  可能爭取席次



各政黨不分區名單分析（僅列部分政黨）

民進黨未明確哪一個委員專門負責科技政策，但不分區政見中提到要打造創新產業，因此可預期會有一定

比例投入，但目前沒有明確專責委員； 

民眾黨不分區第 3，高虹安，鴻海集團大數據辦公室主任，目前已經開始對科技產業有相關的發言； 

親民黨不分區第 4，劉宥彤，永齡基金會執行長。 

時代力量不分區第 5，翟本喬，和沛科技董事長。此二人都屬科技業界的知名人士，但目前判斷未落在安

全名單中。 

2. 醫藥產業 

各政黨中不分區提名與醫藥產業相關的人選共有 17 人，但多數列於安全名單以外，以下分析僅列出處於

可爭取名單之內的人選。 

國民黨不分區第 11 名，張育美，天成醫療體系董事長，長期投入長照議題； 

民進黨不分區第 5 名，邱泰源，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長期關注醫界相關議題，也是民進黨醫療政策的

主要決策者； 

親民黨不分區第 1 名，滕西華，民間監督健保聯盟發言人，對於健保關注度較高，曾經對於自費醫材的價

差發言批評。 

3. 其他產業 

個別產業各黨也有提出相關領域專長代表，以下統一進行介紹說明。 

能源及環保領域，民進黨不分區第 2 名，洪申翰，以及時代力量不分區第 1 名，陳椒華，兩人長年支持環

保及反核議題，尤其洪申翰在請辭綠黨加入民進黨時特別強調，台灣的能源轉型尚未完成，是未來他主要

投入的戰場； 

一級產業領域，國民黨不分區第 6 名，林文瑞，農業水利專業，過去在雲林地區負責水利會工作。民進黨

不分區第 15 名，歐蜜 . 偉浪，原民發聲代表，目前表示希望下個會期持續推動《礦業法》修法，保障山區

原住民權益； 

勞工權益領域，民眾黨不分區第 1 名，賴香伶，2014 年透過 i-Voting 獲選為台北市勞動局局長至今，多

次為勞工發聲對抗企業主； 

國際關係領域，國民黨不分區第 10 名，陳以信，馬政府時期總統府發言人，近年長駐華府，未來可能主

要處理台美關係的國際事務，對美商有直接相關。國民黨不分區第 13 名，溫玉霞，世界台商會名譽會長，

過去在非洲推動華文教育，建立台非民間交流渠道，目前判斷如進立院，可能投入領域除國際關係還可能

有國際商貿； 

高齡化議題，民進黨不分區第 1 名，吳玉琴，民進黨第二次舉薦為不分區立委，長年投入社會福利議題，

尤其是老人福利以及長期照護，擔任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秘書長近 20 年，入立法院前曾擔任各部

會的諮詢委員，協助修正《老人福利法》，參與制定《國民年金法》和長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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