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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蔡英文及副總統陳建仁伉

儷5月20日上午參加在總統府府前廣場舉行的就職慶

祝大會，總統發表就職演說，演說全文為：

各位友邦的元首與貴賓、各國駐台使節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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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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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月的交接期，

完成政權和平移轉。

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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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台灣人，我們做到了。

我要告訴大家，對於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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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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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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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就職演說

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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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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想為台灣的年輕人做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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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就職慶祝節目在總

統府前廣場舉行，表演

活動呈現台灣歷史演進

與多元文化。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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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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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讓台灣的經濟結構轉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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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很多別的國家沒有的優勢，我們

有海洋經濟的活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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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讓台灣經濟脫胎換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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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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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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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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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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來重塑台灣的全球競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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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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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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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只有一個台灣。

第二、 強化社會安全網
新政府必須要承擔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強化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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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金的改革方面，這是攸關台灣生存發展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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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任總統當選人蔡

英文（左）、副總統當

選人陳建仁（右）5月

20日在總統府宣誓就

職，蔡總統發表就職演

說前向民眾揮手致意。

©總統府

國民健康。所以，對各

種汙染的控制，我們會

嚴格把關，更要讓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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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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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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台灣的政策更符合多元、平等、開放、透

明、人權的價值，讓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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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所有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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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之

內，完成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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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歷史不再是台灣分裂的原因，而是台灣一起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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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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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展現新政府的決心，我們會在今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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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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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區域發展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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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台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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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階段的經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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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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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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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出生於台北市的蔡

英文女士，家族來自於屏東

縣枋山鄉。蔡英文女士在父

母親所經營的汽車修理廠長

大，這樣的家庭背景，讓專

業、靈活、堅韌、打拚的中小

企業精神，在她身上展露無遺。

蔡英文女士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

法律系（1978），旋即赴美、英就讀，先後取得美國康乃爾大

學法學院法學碩士學位（1980）、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學

博士學位（1984），專長為國際貿易法與競爭法等。

留學歸國後，先後擔任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及

教授（1984～1990）、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教授（1991～

1993）、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系教授（1993～2000）。

蔡英文女士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參與台灣對外的經貿談

判，尤其是從1990年到2002年台灣加入關貿總協定（GATT）、

世界貿易組織（WTO）過程中，蔡英文女士擔任談判顧問

（1992～2000），在第一線參與關鍵談判，見證台灣經濟蛻變

的歷史里程碑。在1990年代，蔡英文女士也經常性地參與APEC

會議，並曾擔任貿易及投資委員會服務業小組的主席。

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兩岸關係歷經數次波動。蔡英文女

士前後擔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1994～1998）、國家

安全會議諮詢委員（1999～2000）、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

員（2000～2004)，致力於兩岸關係的發展。

蔡英文女士於2004年加入民主進步黨後，接受黨內提名為

不分區立法委員（2004～2006），爾後更被延攬擔任行政院副

院長（2006～2007）。民主進步黨下野後，蔡英文女士在2008

年當選第12屆民進黨主席（2008～2010），成為台灣第一位女

性的主要政黨領袖，於2010年成功連任（2010～2012），並在

2014年回任民進黨主席（2014～迄今）。

2012年首次代表民進黨參選第13任總統選舉，成為台灣首

位的女性總統候選人。2016年第二次代表民進黨參選第14任總

統選舉，順利當選，成為台灣歷史上首位女性國家元首，也是

亞洲首位非出身政治世家的女性總統。

總統、副總統傳略 資料來源／總統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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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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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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台灣走

向世界，也要讓世界走進台灣。

現場有許多來自各國的元首與使節團，我要特別

謝謝他們，長久以來一直幫助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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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台灣發展的經驗，與

友邦建立永續的夥伴關係。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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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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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台灣成

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夥伴。

陳建仁先生在1951年出生於

高雄縣旗山鎮，長期致力於流

行病學研究，對台灣的衛生防

疫和科技發展有傑出貢獻。其

危機處理、領導統御、開闊胸

襟與溝通熱忱，深獲各界肯定。

陳建仁先生畢業於國立台灣大

學動物學系（1973），和公共衛生研究

所碩士班（1977），並取得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理學博士學位

（1982）。專長為流行病學、人類遺傳學、公共衛生及預防醫學。

自美返國後，擔任國立台灣大學副教授（1983～1986）、

教授（1 9 8 6～2 0 1 5）、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1 9 9 3～

1994）、流行病學研究所創所所長（1994～1997）、公共衛生

學院院長（1999～2002）；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特聘研

究員（2006～2015）、副院長（2011～2015）。

陳建仁先生在烏腳病與慢性砷中毒、病毒肝炎與肝癌、其

他致癌病毒的傑出研究，對人類的健康促進與疾病防治有卓越

貢獻，深受國際矚目。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1997）及國家講

座（1997～2002）、中央研究院院士（1998）、總統科學獎

（2005）、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2013）；以及世界科學院

院士（2005）、美國哈佛大學Cutter預防醫學講座（2008）、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Knowledge for the World獎（2012）等

國內外重要獎項。

陳建仁先生曾擔任國家科學委員會生物科學發展處長

（1997～1999）及副主任委員（2002～2003），推動多項國

家型計畫與尖端研究。2003年台灣面臨SARS流行的嚴峻考驗

時，臨危受命擔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成功領導台灣迅速遏止

疫情擴散，積極推動衛生署和疾病管制局組織再造，建置全國

感染症醫療體系，修訂《傳染病防治法》，改革健保體制，提

升台灣的衛生防疫能力及醫療品質。

2006年，陳建仁先生接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

委員，修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組織法》，推升台灣知

識經濟，拓展國際科技合作。他曾獲行政院一等功績獎章

（2005）、衛生署一等衛生獎章（2005）、法國教育部棕櫚學

術勳章（2009）、以及國科會一等科學專業獎章（2012）。

2011年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推動成立中研院科學研究

基金、設置台灣生物資料庫、建設南港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規

劃中研院南部院區等多項工作，曾獲中央研究院特等服務獎章

（2016）。

陳建仁先生是虔誠的天主教友，秉持謙卑服務的精神，努

力實踐「愛主愛人」的基督訓導。曾多次和夫人羅鳳蘋女士獲

邀前往梵蒂岡，受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本篤十六世和方濟各

的接見；並獲封耶路撒冷聖墓騎士團騎士（2010）及宗座聖大

額我略爵士（2013）之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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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就職慶祝

活動中，三軍

樂儀隊帶來精

彩演出，進行

陣型表演。

©總統府

結語

1996年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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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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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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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的台灣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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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台灣的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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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

各位國人同胞，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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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的台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