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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戰略選項：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之外的另一條路 

林向愷 (2014.10.15) 

 

近年來，台灣出口與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趨緩，台灣所得分配持續惡

化，失業率已居亞洲四小龍與日本之後，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參與見證台灣

戰後半世紀以來經濟發展的前副總統蕭萬長就公開表示「從沒見過社會如此充

斥無力與茫然，顯示台灣經濟正陷入坐困愁城的變局中，瀰漫著迷失方向的焦

慮不安。」 

 

  社會經濟體系遭遇危機之際，執政者利用社會大眾處於混亂、恐懼而不知

如何是好的脆弱時刻，推出掠奪性經濟政策，驟然改變原先具有社會支持基礎

的經濟制度，讓原本政治上不可能的政策變成無可避免的對策。此種「趁著災

難對公共領域進行精心策劃的掠奪，以及看待災難有如刺激市場的機會」的

「災難資本主義」（disaster capitalism）曾經隨著七 O 年代拉丁美洲國家的軍

事政變以及九 O 年代前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的崩潰瓦解而出現，為這些國家帶

來災難，如今也在台灣上演。 

 

   舉例說，馬政府 2010 年與中國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接著在 2013 年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均在違反民主程序的

黑箱作業下進行，以國際化與自由化為名，合理化其缺乏社會共識的激進傾中

路線。然而，台灣近年經濟成長動能減弱以及馬政府的激進傾中路線並非一朝

一夕形成，有其長期的歷史背景與深層的政經脈絡，貫穿其中便是新自由主義

與威權體制遺緒共同形塑而成的台灣經濟發展模式。 

 

  1987 年解嚴後，台灣人民以民主化終結一黨專制與獨裁體制，以本土化終

結外來少數流亡政權，這就是李前總統所說的「台灣人民一直為外來政權所支

配，直到我們逐步推動民主化，才使台灣人民真正成為國家主人」。當時民主

改革的首要對象為：捍衛外來少數流亡政權的萬年國會與總統選舉方式。要終

結外來少數流亡政權的統治就必須先摧毀其統治的經濟基礎: 黨國資本主義經

濟體制，具體主張就是公營事業民營化，鬆綁法規以及解除管制。在此時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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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上，國內政治民主化與八 O 年代在英美興起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經

濟自由化相匯聚，促成民進黨政治人物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結合而形成一

股民間改革力量共同推動台灣的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 

 

  總統直選後，民主轉型工程大致完成。台灣開始面對其他民主國家必須面

對的左右問題：到底經濟發展目標上，應重視最基層民眾的生活幸福，建構公

平正義的社會(即具有台灣主體性的發展策略)，抑或放任貧富差距擴大、治安

惡化、國民身家性命財產安全無保障的 M 型社會(即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社

會)？在發展戰略上，是否持續採取以破壞環境生態為代價的唯經濟發展模式，

抑或兼顧環境生態與社會公平正義的永續發展模式？然而，這些嚴肅的左右問

題卻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綁架的民進黨所忽視。這也是為什麼李前總統在

「挑戰 2008，邁向正常國會」論壇指出: 目前「兩黨都是向有錢有勢者靠攏、

不顧勞工、農民及弱勢的右派政黨。台灣的資本主義出現弱肉強食的野蠻化現

象，錢進中國理所當然成為他們共同的政策主張，自然使台灣形成 M 型社會，

貧者愈貧、弱者更弱，而且差距加速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與經濟能力往相反

的方向推進，台灣的民主內涵遂難以向上提升。」 

 

  為何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的政治自由選擇權（即人民的民主權利）與經

濟自由選擇權（即國民的經濟能力）必須往相同方向推進，才能確保最基層人

民的生活幸福？依 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 長期所倡議「發展

即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的概念，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應超越「唯

經濟發展論」以金錢所得為唯一的衡量標準，為人民爭取更多的政治與經濟的

自由選擇權；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應以「政治自由」、「經濟能力」、「社會

流動」、「課責透明」與「安全保護」做為核心價值理念。這些價值理念本身

是目標也是手段，如此才能確保所有價值理念獲得實現的管道，且彼此不可切

割。舉例說：健全的民主政治體制讓最基層民眾與權貴階層有均等的「發聲」

(voice)權利與享有更多的民主權力，讓其基本生活權利與安全受到國家的保

障；民主政治體制中，最基層民眾透過發聲機會迫使政府重視所得重分配政策

以及國民教育，進而促進社會流動；同時，重大政策形成與執行過程中，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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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公民參與，所形成的政策就能取得更多的社會支持而不致於為少數階層壟

斷與把持，政府責任因決策過程公開透明而更明確。 

 

       為符合跨世代的公平正義，我們應在「發展即自由」的架構上，加上

「環境生態」的核心價值理念，深刻體會「經濟鑲崁於社會，社會鑲崁於環

境」的依存關係。以「發展即自由」加上重視生態環境所建構的價值體系為立

足點，經濟發展才能提升最基層人民的生活幸福。 

 

  本文認為若要恢復台灣的經濟成長動能，確保民主政治體制正常運作，當

務之急便是認清新自由市場主義的謬誤，釐清「政治自由化=經濟自由化」的迷

思，排除災難資本主義破壞社會經濟的可能空間，以「最基層台灣人民生活幸

福」做為台灣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將人民的政治自由選擇權與經濟自由選擇

權重新往相同的方向推進，導引台灣從李前總統所說的「右派統獨兩黨制」的

不正常民主國家走向「本土左右兩黨制」的正常民主國家。 

 

1. 新自由主義與政府角色 

 

  目前台灣經濟成長動能弱化並非短期景氣波動現象，而是長期存在的結構

性問題所造成。雖然，在每一個特定時點，企業經營者勞工與農民面對當前的

外在限制的變化，皆能做出調適行為，但是真正有能力大幅改變經濟體系外在

限制，建立市場運作的法律架構，解決市場失靈，進而使得企業經營者與勞工

能夠超越外在限制，唯有握有龐大國家資源與諸多政策工具的政府，因此政府

對於國家經濟發展成敗負有最大的責任。 

 

  然而，新自由主義卻相信市場萬能，認為市場機制運作的結果會讓資源配

置處於最有效率的狀態；加上市場具有自我偵錯與自我修正的能力， 因此，政

府只應鬆綁法規，解除不必要管制與干預，由廠商自主管理，政府不應介入廠

商經營決策，由市場肩負經濟轉型與升級的任務。新自由主義亦未考量到不同

經濟體所處的發展階段、文化、制度等結構因素的不同，認為不分先進或落後

國家，這套理論均能一體適用，更忽略經濟發展成敗往往取決於教育、政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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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政治制度以及國家意識，而非單純的經濟因素。 

 

  台灣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屬於中等技術國家，國內企業的技術水準與創新能

力仍無法與先進國家企業相比，政府在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過程中必須扮演重

要角色才能成功地在後追趕。市場機制固然重要，但單純依靠價格機能而缺乏

政府政策與有效管理很可能帶來「劣幣驅逐良幣」的反淘汰現象。對國內市場

不當或順序錯誤的開放，更造成自主技術無法發展，重大民生物資（如糧食與

能源）依賴進口無法確保經濟安全。此外，政府若對廠商對外投資的性質與目

的地欠缺有次序管理，則可能造成技術外流與過度依賴單一市場而喪失經貿自

主性。 

 

   其次，新自由主義還忽略社會公平正義與國家經濟安全，對最基層人民生

活幸福的重要性。憲法條文有關最基層人民基本生活權利的保障，例如 : 教

育、環境生態、財產權、人身安全、居住、交通等適足的提供，這些財貨具有

公共財性質並不是「商品」，不適合以價格與「使用者付費」的觀念來衡量。

倘若任由市場力量侵蝕，社會公平正義將盪然無存，而喪失公平正義的社會將

無法永續發展。因此政府在制定國家經濟政策時，必須兼顧效率與公平，並且

確保國家的經濟安全與經貿自主性。 

 

  2008 年以來，全球金融海嘯所引發一連串危機，就是過度信任市場萬能所

造成，以致許多國家政府必須動用預算，以國有化與舉借方式拯救金融體系，

讓美國與部份歐盟國家政府陷入債務危機，不僅顯示新自由主義內在邏輯的矛

盾，且對全球經濟體系運作穩定與個別國家的經濟安全產生莫大傷害。 

 

 

2. 「台灣接單，海外生產」不應是台灣經濟轉型的模式 

 

  九Ｏ年代全球化浪潮下，資金與技術跨國移動愈來愈無障礙，習於「壓低

成本」經營策略的台灣廠商，為因應民主轉型後，土地、環保、勞動成本上

升，開始移往海外生產（尤其是中國），以在中國雇用的勞工取代原在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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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產生所謂「跨國勞動替代」現象，以更大規模複製過去在台灣成功的經

驗，做為創造個別企業利潤的新機制。由於沒有轉型與升級的壓力，廠商自然

減少在國內投資的金額，又產生「投資中國取代投資台灣」的現象，導致國內

工作機會創造能力減弱，企業技術優勢逐漸消失。 

 

     海外生產的台商所需原物料、半成品與機器設備帶動九Ｏ年代台灣出口持

續成長，並成為 2000 年後台灣經濟成長最重要的驅動力，但工作機會增加有限

情況下，國內薪資停滯不前，失業率持續上升。此種「台灣接單、海外生產」

模式固然為台灣帶來出口與 GDP 成長並創造不少外匯，卻讓薪資所得成長與經

濟成長不再同步。 

 

  2000 年後，新自由主義更主張積極開放，意圖將「台灣接單、海外生產」

成為台灣經濟發展模式，結果卻讓台灣經貿過度依賴中國，台灣產業基地

（industrial base）縮小、產業鏈遭受破壞。為提供海外生產廠商所需的龐大數

量原物料與半成品等中間財，台灣開始發展量大且同質性高商品的生產(例如: 

面板與石化原料)。過度強調國際生產垂直分工的結果，導致產業結構過度集中

於高產值、低附加價值、高耗能與高污染等少數產業，導致區域失衡，工作難

找，薪資停滯，所得分配惡化，環境生態破壞等失衡現象。面對這些不利長遠

發展的趨勢，新自由主義卻認為這是「經濟規律」正常運作的結果，而自由開

放程度不夠才是經濟轉型不夠快速的關鍵。 

 

  海外生產下游廠商與國內中上游產業間的供應鏈所形成的分工架構，讓台

灣與中國間出現三角貿易型態：台灣進口原料、關鍵零組件，加工成為半成品

中間財，再出口到位於中國的下游廠商加工與組裝後，最後將成品出口到美、

日、歐等主要市場。此種模式將台灣原來直接從歐美先進國家賺取外匯的貿易

模式轉換為從中國間接賺取外匯模式，讓國內部分媒體與學者將台灣從中國享

有貿易順差視為積極開放為台灣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其實，這只是舊有模式的

轉換，而非新獲利模式的創造，且對台灣經濟轉型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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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 

 

  馬英九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指出向中國靠攏是台灣唯一活路。由

於台灣與中國經濟規模懸殊，一旦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會出現經濟命脈為

中國掌控的風險，而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的最大危機則來自於中國經濟發展

的高度不確定性。 

 

  觀察中國經濟不能只看經濟成長率。決定國民經濟活動，除了實體資本、

人力資本以及技術知識等生產投入要素外，還有就是決定這些生產要素運用效

率的制度資本。中國現有三億以上勞動的人口，雖足以抵銷中國制度資本數量

不足的問題，但現今中國制度資本質與量的不足早已體現在行業准入的審批、

對市場的各項行政管制，還有許多灰色以及朝令夕改的法令規章，這些都會阻

礙廠商的進入，也會影響民間投資與創業的意願，進而影響到經濟學者熊彼德

所說的「創造性破壞過程」的速度。廉價勞動力短期內固可彌補制度資本的不

足，但無法永遠做為制度資本的替代品，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然會遇到的瓶頸。 

 

    中國無法一直依賴製造業出口來維持高速經濟成長，必須轉以內需型服務

業，做為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但服務業發展對制度資本的依賴度更高。舉

例說，新聞自由是制度資本重要產出之一，媒體言論受到的限制愈多，就愈報

喜不報憂，所蒐集到資訊深度與廣度都會大打折扣，造成市場參與者所得到的

資訊其失真度與片面性就愈大，客觀性亦愈低，市場訊息的混濁度只會愈高，

結果以「服務」無形商品為交易標的的服務業在新聞愈不自由的國度就愈難發

展。大型跨國研究指出，新聞媒體最自由的國家其服務業也最發達。服務業發

展與財產權保護的關聯也很密切，財產權保護愈好的國家，其服務業也愈發

達。 

 

    從制度資本與經濟發展關聯性的角度來看，如果中國不改善負責執行契約

與財產權保護的司法體系，以及調整負責資訊提供與政治權力相互制衡的架

構；如果中國對行政裁量權約束欠缺實質性進展；如果中國不從事制度根本變

革；如果中國政府不能為市場交易者提供更可靠的法律與資訊架構，那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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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附加價值以及收益率更高的服務業上有所表現，將會非常困難。但是中

國若要去發展這些更高層次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沒有相對應的法律

與資訊架構是行不通的。因為司法體系不可靠，人民所能掌握的正確資訊不

足，那麼經濟個體從事這種高層次服務業交易的風險會變大，交易意願就會下

降。金融服務業發展的核心是提高資產流動性，進而提升使用效率，提高其所

創造的價值，而制度資本的長遠價值就在這裡。 

 

    二十世紀，美國穩定且持續的經濟成長表現係因美國以「民主、自由與人

權」為核心價值所累積的制度資本。如果各國的制度資本與價值理念差異很

大，就會反應在無形貿易成本之上，一旦跨國的貿易成本提高到某一水準，將

導致中國商品的出口市場變小。中國經濟藉吸引海外投資與出口而快速崛起，

不僅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的磁吸效應，讓許多國家的製造業工作機會大量流

失，同時中國累積的龐大貿易順差也是全球經濟體系失衡的原因之一。金融海

嘯發生之後，各國開始思考如何讓工作機會回流，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國依賴出

口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此刻中國應該將注意力放在思考制度資本累積的問

題，價值理念以及制度資本是否具有吸引力與優勢。中國如果想讓美國、日

本、歐盟等先進國家的社會更願意接受中國，這種接受除建立在友善對等與相

互尊重的基礎之上外，價值理念的趨同才能讓中國融入國際秩序。由此看待中

國的「和平崛起」才有意義。「和平崛起」是一種承諾，任何國家都可以作各

種不同的承諾，最後世人相不相信取決於該國的發展所依循的價值理念與制度

資本。假如世人仍然相信中國是一個價值理念全然不同的異類國家，那麼他們

在使用中國商品時會有所顧忌，也不會相信「和平崛起」承諾。 

 

    其實，「中國模式」與台灣及南韓在七Ｏ、八Ｏ年代成功模式類似，只是

中國比台灣與南韓規模要大上許多倍，對全球經貿體系影響更為深遠。台灣與

南韓模式，簡單的說，就是威權政體制下，政府藉剝奪勞工自組工會及罷工等

發聲權利，容許企業主或財團壓低勞工薪資的成長以提高商品的價格競爭力，

再以出口導向策略創造經濟奇蹟。隨著經濟發展，經濟能力愈來愈高的台灣與

南韓民眾開始爭取更多的政治自由選擇權，要求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允許更多的

公民參與，要求政府賦予最基層民眾更多的「發聲」機會。八Ｏ年代末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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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與南韓進入民主轉型，除了給予人民廣泛的政治權利外，亦被允許行使公民

權利，使得勞工在勞資雙方議約上處於較為對等的地位，這也是八Ｏ年代後，

台灣與南韓勞工薪資大幅提升的原因。 

 

   隨著民主化進程，兩國司法體系逐漸取得人民信賴，而資訊的提供與傳播亦

日趨公開與透明，這些因素使得八Ｏ年代後期，台灣與南韓服務業成為經濟發

展的重心。不同於台灣與南韓模式，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中國價廉的勞

動人口過多，貧富差距並未因而縮小，反倒持續擴大。沒有民主，中國勞工運

動要挑戰「中國模式」所造成的勞工薪資成長不能快速以及所得差距日益擴大

兩大問題，幾乎不可能。沒有民主，「中國模式」極易落入「後發劣勢」困境

之中，中國藉由眾多勞動力與模仿，快速發展經濟，導致中國欠缺從事制度資

本累積以及政經改革的壓力，當後進國家又可以實體資本的累積取代制度資本

的累積，更缺乏在制度上做有利於長遠發展的改革動力，結果犧牲了長遠發展

的機會，中國的後發反成「劣勢」。 

 

 

4. 台灣的道路：以發展「共識型民主」的制度資本，作為分裂社會的膠合劑 

 

  台灣經濟成長動能持續減弱且轉型升級失敗原因，除了將政治自由化與經

濟自由化畫上等號外，另一個深層制度性因素則是威權體制遺緒所造成台灣社

會因國家認同分歧而分裂。英國經濟學家 E. Schumacher 曾指出：「一個經濟體

系倘若政治不獨立又欠缺國家認同，就甭談經濟發展！」從社會衝突 (social 

conflict) 類型的角度來看，國家認同分歧屬於「你死我活」(either or) 而非「或

多或少」(more or less) 的類型，此種類型的社會衝突多因種族，語言或宗教的

不同而產生，一般解決的模式不外消滅對方或選擇與對方共存。 

 

  2006 年李前總統曾在一場演講中提及：「台灣今日面臨民主轉型以來最大

的危機，是在於台灣已經被兩個極端主義所綁架，整個社會陷入不是藍即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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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統即是獨……這種『非友即敵』的極端對立氣氛中，喪失了辨別是非、理

性探討的空間。……這兩種極端主義，對社會和諧、團結帶來不利的分歧」。 

 

    藉由這段談話李前總統清楚點出：造成當前台灣社會分裂的原因不在於

種族，也不在於宗教，而是國家認同。台灣國家認同分歧源起於上世紀國共

內戰與長期外來流亡政權在台灣的戒嚴統治；國家認同分歧並未因台灣民主

轉型而化解，也未因 2008 年後，台灣民眾拒統比率屢創新高而消失。台灣原

在八Ｏ年代末期有機會藉民主轉型，建立台灣的國家認同，但是沒想到台灣

依賴代工生產的經濟模式缺乏真正的經貿自主性，高科技產業不僅高度仰賴

國外技術與市場，更形成彼此低價惡性競爭搶單的局面，被國際品牌大廠分

化而治，廠商競相外移中國之後，讓「中國因素」有機可乘，台灣社會得利

於中國與受害於中國的兩邊對立變得更為嚴重。 

 

    由於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會隨不能操之在我的「兩岸關係」而改變，因此

國家認同分歧與種族，語言或宗教所形成社會衝突不完全相同。2000 年以後，

無論民進黨少數政府或國民黨多數政府，皆未體認到兩岸關係涉及美、日等國

際因素，不是誰說了就算，將兩岸關係列為優先解決的問題，將兩岸關係重大

決策權視為總統獨享的權力，也未建立在野政黨及具代表性的各界人士充分參

與的機制。藍綠一旦因兩岸問題形成對決，雙方無法就國內諸多問題透過對話

形成解決的共識，社會持續空轉內耗，國家認同分歧成為裂解台灣社會的溶

劑。 

 

    七Ｏ與八Ｏ年代， 法國政治學者 Helmut Dubiel 與 Marcel Gauchet 認為

多元市場社會中，社會衝突不是社會裂解的溶劑，因為對立雙方基於自利，願

意透過對話尋求共識以獲取自身最大利益，而共識有促進社會整合與團結的功

能，如此民主政治機制就像經濟學始祖 Adam Smith 所說的市場價格機制中，

那隻「看不見的手」調和各方不同利益，讓資源使用達到最適狀態。 

 

  然而，已故美國政治經濟學者 A. Hirschman 就沒有那麼樂觀，他認為只

有「或多或少」類型的社會衝突才有助於社會整合與團結，因此，唯有多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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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社會對「你死我活」類型的社會衝突選擇與對方共存的解決模式後，「或多

或少」類型的社會衝突才能成為促進社會整合與團結的黏著劑。  

 

    由於中國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極高，為避免「台灣問題」成為中國統治當

局解決內部矛盾的工具，同時為避免「中國因素」成為影響台灣政經發展的關

鍵因素，此刻我們應思考如何以李前總統在回應施明德先生「大一中原則」

時，所提及的「你是你，我是我，我們是朋友」，兩國必須以民主、自由的原

則尋求共識，做為台灣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如此才能以「存而不論」做

為阻隔上述對台灣生存與發展不利因素的防火牆。 

 

      為何「存而不論」會讓「或多或少」類型的社會衝突成為促進社會整合

與團結的黏著劑? 試想，台灣社會若對兩岸問題「存而不論」，當不同國家認

同的社會成員因所處區域，產業以及職業，面對社經發展所產生各種失衡問

題，社經地位受到傷害的社會成員，與社經發展贏者圈成員出現「或多或少」

類型社會衝突時，就願放下彼此間國家認同差異，共同透過對話尋求解決的共

識。解決這些問題的共識愈多，台灣主體意識愈強，國家認同歧異就愈不重

要，「或多或少」類型社會衝突就有可能成為社會整合與團結的黏著劑。  

 

  最後，何種政治體制是分裂社會解決「或多或少」類型的社會衝突最有效

的模式？197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Sir Arthur Lewis 對此有深刻的見解。他在

西非數個國家擔任經濟顧問期間，目睹民主政治體制無法在這些國家妥善運

作，發現原因出在民主「類型」不對，而非民主本身的問題。這些國家多為種

族分裂的社會，倘若施行「贏者全拿」的民主類型便會造成政治權力無法共

享，進而加深對立分裂。 

 

    Lewis 的洞見，啟發了政治學「共識型民主」的相關研究。研究指出，適

用於分裂社會的民主政治體制，應該是包含各種族群的大聯合政府，比例代表

的選舉制度，以及讓不同種族享有高度自治。由於社會已經分裂，所以無法依

靠少數政治人物的一時發想去形成共識，而是必須積極建立能夠誘導協商以及

權力分享（power-sharing）的制度，避開「贏者全拿」的政治模式。不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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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發現：施行共識型民主制度的國家通常在社會安全、環境保護與人權保障等

表現較為卓越。 

 

    由此觀之，台灣目前許多重大的政經社會問題，何嘗不是因為採取錯誤的

民主類型所導致；由於「主權在民」的精神未能真正實現，使得今天台灣人民

未能有效阻止政府一連串的戰略失誤。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台灣民主化發展

趨向「贏者全拿」的政治模式，制度設計未充分考量到本身獨特的威權遺緒與

分裂社會的特質，以致發展至今的民主政治演變成為一種畸形的「投票箱」文

化，人民只在選舉時享有選擇權力，且政治自由選擇權因單一選區制度而被限

縮，小黨的生存空間被封殺，無法反映社會多元價值，且兩大黨因為權力無法

共享，贏者全碗捧去，輸者遭到邊緣化，加深政黨分歧。少數政府或多數政府

均不是問題的關鍵，國民黨長期在立法院掌握過半席次，並未讓立法院有權監

督行政部門，反成為專擅行政院的橡皮圖章，政策形成更加黑箱化。 

 

    台灣若要避免一場政治與經濟全盤皆輸的災難，把未來命運重新掌握在台

灣人民手中，除了健全公投制度外，必須重啟體制改造工程，朝向權力共享的

共識型民主方向前進。在民主制度是台灣終極價值的前提下，全民應該開始思

考民主類型選擇的重要性。共識型民主是台灣實踐權力共享進而修補社會裂

痕、解決對立的最佳民主機制。政黨與政治人物若對台灣終極價值缺乏堅定信

仰，捨民主而就威權，下場很可能就是讓自己的政治生命變成曇花一現，因為

權力共享的共識型民主已證明是人類理性社會的集體選擇，只要積極推動相信

終有一天會在台灣落地生根。 

 

 

5. 結語 

 

  如何跳脫新自由主義與威權遺緒在台灣所造成的經濟困境？我們必須嚴肅

思考李前總統所揭示的「只有深刻了解台灣左右問題嚴肅性的人，才能體會凝

聚台灣主體意識的力量源自於最基層人民的幸福生活。只有擺脫右傾資本主義

思維，才能扭轉台灣經濟戰略，發展提升國民生活品質的永續經濟，也唯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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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民才有幸福可言，對台灣也才有生命共同體的歸屬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