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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在 109年 10
月 10日上午出席總統府府前
廣場舉行的「中華民國中樞暨
各界慶祝 109年國慶大會」，
以「團結臺灣，自信前行」為
題發表演說。

總統國慶演說全文如下：

從今年 3月以來，有超過 3,300篇國際媒體報
導，都在談論臺灣的防疫表現。臺灣在國際上的面
貌，越來越清晰，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加亮眼。

這樣的成就，要歸功於全體臺灣人民的團
結、合作。除了最辛苦的醫護和檢疫人員，我們
也要感謝，製造業攜手投入防疫物資生產，科技
業開發APP，藥師朋友、超商員工協助發放口罩，
還有我們所有的民眾，井然有序的配合各項防疫
措施。

我們也看到，海外歸來的國人，依規定居家
隔離、檢疫。旅行業者提供防疫旅館，租賃車業
者提供防疫車隊，餐廳娛樂場所落實實名制規定。
因為全國上下一心，我們守住了疫情的防線，讓
臺灣成為世界的模範生。

當日本的森喜朗前首相、捷克的韋德齊參議
長、美國的阿札爾部長和柯拉克國務次卿，相繼
來訪，表達他們對臺灣的敬意的時候，相信許許
多多的國人，都感到無比的振奮。

大會主席游錫堃院長、現場各位貴賓、電
視機前和網路上的全體國人同胞：大家早安，大
家好！

 防疫成果貢獻國際

今天是中華民國 109年的國慶日，今年因
為疫情，慶典的規模縮小了，但所有的國人同
胞，無論身在何處，都發自內心，慶賀中華民國
臺灣，度過了重重挑戰的一年。

2020這一年，在新型冠狀病毒威脅下，無
論對臺灣或全世界，都是驚濤駭浪的一年。但
是，也因為這場全球性的危機，才讓國際社會看
到臺灣「堅韌之島」的特質和能耐。

我們沒有封城，沒有關閉學校，也是世界
上少數還能夠在管制措施下，開打職棒、舉辦大
型藝文活動的國家。我們更展現了傲人的國力，
將防疫物資送到世界各地。

團結臺灣　自信前行
蔡英文總統發表國慶演說

文《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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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千億元計的海外資金，正在陸續匯回；許多外
商及知名跨國企業，也在加碼投資臺灣。這些，
都是現在進行式。

在國際經貿合作的領域中，我們也有不少實
質進展。臺灣和美國將進行高層經濟對話，在全
球供應鏈重組、科技合作、基礎建設等領域，尋
求未來合作空間。

上週，臺美雙方宣布，已經完成簽署「臺
美基礎建設融資及市場建立合作架構」，雙方
將攜手投入美洲，以及印太地區的基礎建設計
畫。臺美經濟合作的深化，已經進入到行動階
段，這也是我們在國際經貿合作上，尋求全面
性突破的開始。

不過，我也要提醒國人。全球疫情還沒有結
束，疫情帶給各國在經濟、社會層面的複雜挑戰，
仍然很嚴峻。

展望未來，還有更艱鉅的挑戰等著我們去克
服。疫情後世界經濟的復原，人類生活型態的轉
變，全球以及區域貿易情勢的劇烈變化，還有經
濟秩序的重整，每一項都考驗我們經濟的續航力，
以及整體的應變能力。

面對數十年來最大的內、外變局，臺灣會持
續展現我們的韌性，政府會掌好舵，朝三個策略
方向前進，打造大家所期待的新臺灣經濟。

首先，我們要全力、全方位投入供應鏈的重
組。現在，全球供應鏈的快速解構及重組，是一
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各地臺商也正在朝向區隔市
場、轉移生產基地、回臺投資等方向，加速調整。

各界防疫有功人員代表與臺北醫學大學杏聲合唱團共同領唱國歌 防疫英雄車隊經過主席臺前，接受大家歡呼致意。

透過因應疫情的挑戰，我們證明了國家在逆
境中的生存能力，建立了國民的自信。更重要的
是，我們團結了，因為我們深刻體會到守護家園
的重要。所以這一年，確實是辛苦而險峻的一年，
但也是豐收的一年。

今天的大會中，邀請到各行各業的防疫英雄，
來為我們領唱國歌。其中有很多我們熟悉的故事，
像是賴碧蓮護理師，臉上光榮的口罩壓痕，或者
是張莞爾護理師，瞞著家人出任務，陪伴血友病
少年返臺的感人事蹟。

還有更多無名英雄，不曾被報導，因為這一
場戰役，有太多人的投入，有說不完的故事。我
要請現場的好朋友，用最熱烈的掌聲，再一次給
我們的防疫英雄們滿滿的感謝，謝謝他們為臺灣
所做的付出。

 新情勢下的經濟戰略

因為疫情控制得當，臺灣成為全球少數可以
維持經濟正成長的國家，我們也為疫情後的經濟
發展，超前部署。「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正在積
極規劃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也已經分期編
列特別預算，加速進行當中。

最讓我們感到振奮的，是國人及企業，對臺
灣經濟發展的信心更強了。臺灣資本長期以來外
流的趨勢，已經翻轉過來。

我們迎來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資金回流潮，
臺商返臺投資，已經超過新臺幣一兆元，還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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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在推動的「5+2產業創
新」、「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兆元投
資計畫、「新南向政策」、臺美經濟合
作、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等等，都和供應
鏈重組息息相關。

我們會將這些相關的政策和計畫串
聯起來，並且整合政府和民間的資源，
以及跨部會的能量，全力、全方位的投
入，讓臺灣成為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
關鍵力量。

第二，我們要打造臺灣成為國際資
本、人才及數位技術匯聚的重鎮。未
來供應鏈的重組，最關鍵的元素是資
本、人才，以及邁向數位經濟時代的
核心技術。

我們將會在吸引國際資本跟人才的
環境及法制上，持續深化改革，排除障礙。同時，
也會透過國際交流、產學合作，以及雙語國家政
策的努力，積極培育國內產業人才。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會運用臺灣在資通訊、
半導體、物聯網、人工智慧等優勢，開發及掌握
核心技術，加速推動產業及經濟的數位轉型。

第三，我們要全力落實經濟與社會的均衡發
展。疫情後的經濟、產業發展，可能會有失衡的
風險，資金供給大幅的增加，也可能帶來後遺症。

所以，未來政府會更加重視資源的合理分配，
照顧因為經濟轉型而受衝擊的弱勢族群，加強促
進青年就業，引導資金進行最有效的利用，讓臺
灣經濟再起的紅利，可以讓全國的人民共享。

堅實國防維護國家安全

當然，臺灣經濟的前景，是有賴於區域的和
平穩定。我們很清楚，示弱退讓不會帶來和平，
只有自我準備充足，憑藉著堅實的防衛決心和實
力，才能保障臺灣的安全、維護區域的和平。

精進國防實力，降低戰爭風險，這是當前我
們國防政策的原則。這段時間，面對對岸機艦騷
擾，臺海情勢雖然比較緊張，但是我們的國軍，
都能夠即時掌握和因應，達成防衛固守的任務。

這幾年來，只要我有時間，我就會前往部隊，
看看我們的國軍官兵。從高山上的空軍雷達站，
到返航靠港的海軍艦隊；從在陣地操練火砲的陸
軍部隊，到培養年輕軍士官的學校。

我的目的，不僅是要對這些日夜輪班、保家
衛國的軍人，說一聲謝謝，也要讓我們的國人知
道，國軍是我們的家人，也是國家主權、自由民
主最強的後盾。

在跟國軍官兵的互動中，許多故事堅定了我
的信心。我還記得，當我到第一線空軍部隊的時
候，警戒室裡，隨時準備緊急出勤的飛官，充滿
信心地告訴我「務必將空防交給空軍」。

民眾熱情參與國家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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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記得，我在陸軍工訓中心，看到我們
女性軍官，帶領著工兵同袍，展現出「逢山開
路、遇水架橋」的氣魄。在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則有穿戴重裝備的弟兄姊妹，奮勇潛入海底，
排除障礙。

這就是中華民國國軍。他們不分前線後勤，
不分男女，都是我們的子弟，都有共同守護國家
的信念。

這段時間以來，也有國軍弟兄姊妹在執行任
務的過程中，為國受傷，甚至殉職。我們感念他
們的付出，並且以英勇盡責的國軍為榮。

身為三軍統帥，國軍的未來、未來的國軍，
就是我最心心念念的事情。

面對對岸的軍事擴張和挑釁，我們會持續
強化防衛戰力的現代化，並且提升不對稱戰力。
在外購武器裝備的同時，我們仍然堅持加速推
動國防自主，高教機國造、潛艦國造，已經有
相當的成效。我們將以雙軌並進的方式，來強
化我們的防衛實力。

不僅武器裝備性能正在提升，國軍更需要有
素質優秀的戰士。除了提升志願從軍的官士兵的
專業素養，更要建立有效的後備制度，來強化國
軍的人力素質以及戰力。

這段時間以來，相信很多被教育召集的後備
軍人都覺得，教召變得更加精實。而在常後一體
的原則下，接下來，後備動員制
度的改革，將會快速推動。

面對區域和平穩定受到威
脅，我們堅守「不畏戰，不求戰」
的原則，避免擦槍走火。國防部
也會適時發布共軍動態，和周邊
國家交換資訊，強化安全夥伴角
色；也讓國人明瞭臺海動態，讓
全民國防更加堅實。

積極作為參與區域合作

這段時間，我們都密切注意
著區域安全情勢的變動。從南海、
東海主權爭議，中印衝突，到臺
海局勢的變動，乃至於各國關切

的港版國安法實施，印太區域的民主、和平與繁
榮，正受到嚴峻的挑戰。

區域內的國家，為了確保自身安全和民主體
制，不受到外在因素影響，而展開了各種形式的
合縱連橫，已經導致這個區域，發生前所未有的
情勢變化。

我們要把變局的試煉，轉變成歷史的機遇。
我們堅持主權以及守護民主價值的原則，不會改
變；但在策略上，也會保持彈性、靈活應用。

情勢在改變，只有超前部署，才能掌握未
來，才不會在變局中隨波逐流，甚至被別人決定
了命運。

我們將積極參與未來的國際和區域新秩序的
建立。我們會秉持「價值同盟」的原則，在國際
社會廣結善緣，並且跟理念相近和友我的國家，
持續提升夥伴關係；我們也會更積極地參與區域
及國際的多邊合作和對話。

維持和平、促進繁榮發展，這就是中華民
國臺灣，在區域中最重要的價值。我們要做良
善力量的倡議者，將進步及良善的價值，推廣
到全世界。

我也注意到，對岸領導人最近在對聯合國的
視訊演說中，公開表示：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擴
張，不謀求勢力範圍。

國防部三軍聯合樂儀隊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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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黨提出促進臺美關係的議案，獲得朝
野黨團的支持，無異議通過。還有，六都
首長一致對外，共同抗議，成功更正了國
際組織矮化臺灣的做法。這些都是跨黨派
合作，團結表達立場的表現。

我想透過這些例子，呼籲並且請國內
各個政黨，一起攜手努力。對內，互相競
爭，立場針鋒相對，是民主日常。不過，
為了國家的生存發展，為了民主自由的價
值，對外，我們應該團結努力，攜手帶領
國家度過挑戰。

就如同過去七十一年來，臺灣經歷的
一切，困境磨練出我們的堅韌，挑戰激發
我們的志氣，一場疫情，可以凝聚出臺灣
人民團結的意識，給我們繼續前進的勇氣。

我們守住疫情防線、發展經濟戰略、穩定區
域情勢、捍衛臺灣安全，為的是什麼？就是要把
一個壯大的國家，留給臺灣的下一代。

今年的金曲獎，我們也看到了年輕世代蓬勃
的創造力和生命力。他們用各種曲風，自信地唱
出自己的母語，呈現出對各種議題的價值觀。尤
其是《kinakaian母親的舌頭》這張專輯，獲得了
「年度專輯獎」的大獎。

這些年輕的創作者，雖然風格各自不同，但
都能夠在舞臺上發光發亮，也為臺灣的多元文化，
做出最好的詮釋。而支撐起這一切的，就是我們
民主、自由的環境。

我們現在打拚的一切，都是為了下一代、讓
世世代代的臺灣人，可以在創作上展現自信，也
能對土地的文化和價值感到光榮，並且勇敢的走
向世界。

在中華民國國慶這一天，我們也一起許下
願望，願二十年後的臺灣人，回想 2020 年的
時候，會想起正是在這一年，因為我們在時代
中把握機遇，在變局中勇敢前進，克服了挑戰、
擺脫了枷鎖，讓他們有真正以自己的意志，選
擇未來的機會。

從現在起，就讓我們團結彼此，一步一步，
「有路，咱沿路唱歌；無路，咱蹽溪過嶺」，一
起朝有光的地方前進。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謝謝大家。

在區域國家、乃至於全世界，都在擔憂中國
擴張霸權的此刻，我們希望，這是一個真正改變
的開始。

尤其，在全球高度關注印太及兩岸局勢變化
的重要時刻，北京如果能夠正視臺灣的聲音，改
變處理兩岸關係的態度，和臺灣共同促成兩岸的
和解及和平對話，相信一定可以化解區域的緊張
局勢。

面對兩岸關係，我們不會冒進，也會堅守原
則。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是兩岸共同的利益；
我們有決心維持兩岸的穩定，但這不是臺灣可以
單方面承擔的，而是雙方共同的責任。

現階段兩岸當務之急，是本於相互尊重、
善意理解的態度，共同討論和平相處之道、共
存之方；只要北京當局有心化解對立，改善兩
岸關係，在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下，我們願意
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這就是臺灣人民的主
張，也是朝野政黨的共識。

結語：團結合作共度挑戰

這段時間，我們可以明顯感受，臺灣人民
在對外關係以及國家安全的議題上，彼此的距
離正在拉近。臺灣人民都希望區域的和平繁榮，
能夠安定永續。

朝野政黨之間也是如此。像是最近在立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