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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研究什麼? 生產及分配

以最少的資源投入，求得最多的產出

以最少的資源耗用，求得最多的滿足(效用、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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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
降低關稅

美國領導 全球化
逐底競爭

網路資訊革命
運輸發達

貧富差距擴大
(1% vs.99%)

馬克思的
陰魂再起

大陸改革開放
印度勞工加入

一般勞工
工資下降

資本帝國主義
富人擁有更多資源



二十一世紀，共產主義大潰敗，

美式民主資本主義大獲全勝?



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是不斷成長、
累積，反而耗用過多資源，損害生
態vs.各地原住民，只取用必須的生
活資源。



民主的一人一票是否是以導正資本
家對社會正義的扭曲?



金錢成為金權

高爾：

美國遊說公司，十年來175家 VS. 2500家

開支1億美元 VS. 35億

1970 3%卸任議員受聘遊說 VS. 50%

2014年通過政治獻金無上限

選總統費用上漲至60億美元

石油公司影響下，2001年布希退出「京都
協定書」



史迪格里茲(不公平的代價)

皮凱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高爾(驅動大未來)

均指出分配才是大問題：

美國財富集中，40%家庭比二、三十年前
更窮了，所得中位數家庭每人18,500美
元，底層10%，每人平均4,200元，教育
及財富階級化。



民主的一人一票是否是以導正資本
家對社會正義的扭曲?



Joseph Stieglitz：

for 1%,  by 1%,  of 1%

All Gore：

驅動大未來；美國已由財團控制



美國軍費比次之的26國總和還多

但：平均餘命49；嬰兒死亡178；識
字率7；4600萬人領食物券



資本主義下的民主沒有免除人類的貧
窮、恐懼、疾病與無知的自由。

美國、印度、伊拉克、阿富汗、印度、
印尼、菲律賓都是民主國家。

沒有經濟的平等，就沒有眞民主自由



美國新自由主義禍延全球

弱肉強食的「全球化」

逐底薪資、童工、奴工，惡劣勞動條件



分配不均，馬克思的陰魂必將再起?

錢、權、媒結合，腐蝕民主制度

美國4,637萬人領食物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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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還有多少時間?

1683年7月施琅攻下澎湖，10月鄭克塽投
降；1895年台灣割讓日本，5月25日唐景
崧宣告「台灣民主國」成立，6月下旬逃
離，劉永福繼任，10月19日逃離，6月11
日辜顯榮等開台北城門迎日軍進城。



只有自主意識，沒有自主條件，形勢比
人強，目前台灣GDP不到中國1/20。

能人不願當政務官、科技人才紛紛外移、
青壯年赴紐澳打工、藍綠不斷對抗、統
獨爭吵不休、國家不斷弱化、對方不斷
強大，然後呢?



台灣的「新四不一沒有」
無戰爭、重大傳染病、饑荒、經濟大恐慌之下，

台灣社會極短時間內快速解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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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婚 不生 不養不活

多數年輕人覺得沒有前景



台灣婦女年齡別有偶率

年別
15-34歲

婦女初婚件
數(萬件)

初婚
年齡
(歲)

15-39歲婦女有偶率 (%)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1997 14.1 28.1 2.1 19.1 56.0 77.7 82.6

2001 10.8 26.4 1.5 13.9 47.0 72.0 79.1

2006 10.7 27.8 0.6 8.0 33.4 62.2 72.6

2007 10.7 28.1 0.5 7.4 31.4 60.2 71.2

2008 12.1 28.4 0.5 6.4 30.0 58.0 69.4

2009 0.4 6.0 29.1 56.0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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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 98年6月。

不婚



臺灣總生育率的變化

年別 總生育率(‰)

1951 7,040 

1986-97 1,680~1,810

2001 1,400 

2002 1,340 

2003 1,235 

2007 1,100 

2008 1,050 

2009 895

2010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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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民國98年5月19日編製）

不生



2008年主要已開發國家之總生育率

第一組國家 總生育率 第二組國家 總生育率

紐西蘭 2.18 瑞士 1.48

美國 2.08 奧地利 1.41

澳洲 1.97 德國 1.38

英國 1.96 希臘 1.51

法國 2.00 西班牙 1.46

荷蘭 1.66 義大利 1.41

挪威 1.96 葡萄牙 1.37

瑞典 1.91 日本 1.37

丹麥 1.89 南韓 1.19

芬蘭 1.85 臺灣 1.05

資料來源：陳玉華、蔡青龍，人口學刊，第42期，2011年6月



投入0-24歲子女教育經費佔個人私有財富之比重

國家 年度 百分比

瑞典 2003 3.1

法國 2001 5.0

奧地利 2000 5.8

斯洛維尼亞 2004 8.7

匈牙利 2005 11.1

美國 2003 17.0

哥斯大黎加 2004 22.3

日本 2004 26.0

智利 1997 26.0

印尼 2004 39.6

烏拉圭 1994 46.4

菲律賓 1999 48.2

南韓 2000 54.2

臺灣 2003 66.8

資料來源：陳玉華、蔡青龍，人口學刊，第42期，2011年6月



 臺北市王敬熙的太太孫元平罹患帕金森氏症，2010年9月摔倒
骨折，他認為太太活得很苦，2010年12月26日拿六顆安眠藥給
太太服下昏睡後，用鐵鎚把九公分的螺絲起子釘入太太前額致
死。案發後他報警自首，被羈押。

 台北地方法院開庭審理時，王敬熙哽咽地向法官說：“不要放
我出來，如果我出來，等於是要我自殺”，並說若有安樂死制
度，“我何必親手殺死太太？”法官2011年9月依殺人罪判刑9
年，他怒嗆法官：“為什麼不判我死刑？”

 聲稱台灣沒有安樂死制度，“害病人必須痛苦死去，太過殘
忍”。

 老翁被羈押在台北看守所近1年，生前簽下DNR， 2011/12/26
因心肺衰竭在台北看守所病舍中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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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大林鎮45歲江進盛疑因長期獨力照顧久病失智的老母親，身心俱疲，加
上不堪經濟壓力，昨用電線勒死母親，伴屍5小時後才向警方自首。

◦ 姊趕到，抱著安慰說：「我知道你累了！我們都很愛你！」他才情緒崩潰、痛哭：「對不
起！我實在撐不下去了！很後悔殺了媽媽。」

◦ 江進盛和母、妻、兩名子女三代住在兩層透天厝，原一家和樂，但母親（81歲）十多年前
起即因肝硬化、骨質疏鬆、骨髓神經受壓迫，造成行動困難，後來又出現失智情況，無法
自理生活，長期臥病在床，江5個已出嫁姊姊雖常回家探視，但獨子獨力撐起照顧老母親的
責任。

 鄰居說「江是個很孝順的兒子，在雲林六輕工業區做工，有房貸壓力，兒子
讀大學夜間部、女兒國三，都要用錢。江和妻子曾為看護母親的問題爭執，
江妻認為把江母送到安養院可接受妥善照顧，也能減輕丈夫身體的負擔」，
故兩個月前把江母送到安養院，但江疑因不捨母親，擔心在安養院過得不好、
環境不舒適，上月底突然辭職，並於上週五將母親接回家，希望自己照顧母
親，同時節省每個月2、3萬元的看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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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自殺
率高

老年
人口



台灣四不一沒有，且情況不斷惡化中

幼無所養、狀無所用、老無所終。

57萬派遣工，平均月薪26800，1200人碩
士以上



未來經濟：

每年減少18萬青壯就業人口



分配才是經濟發展的目的

過去二十年，餅做大了，
每人分到的更小了。



三任總統重大財經錯失，以馬總統
為最，降稅(遺贈稅50% vs.10%，營
利事業所得稅24% vs.17%)，引進熱
錢，並位導引投入創新研發。

因此本利得稅過經，特別是資產稅
及其交易利得稅，資本大幅導入炒
房。



房價大漲，相對貶抑勞動價值，整
體財經政策有利資本利得，貶抑勞
動財經官員成為資本家財團的走狗。



任何財經官員，只要稅改必然下台，
任何政黨堅持改革，必然敗選。



台灣 富人的低稅天堂(天下2012年九月)

 為什麼，台灣會落入「政府窮、人民窮、富人
富」的困境？為什麼，台灣會淪為「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的社會？為什麼，炒地炒股新增的
十七兆財富，多不需繳稅？台灣稅制出了什麼
問題？為何宛如破網，讓富人得以「合法」避
稅？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ＩＭＤ）統計，
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從一九九○年的二○％，一
路下降至二○一○年的一一．九％，全球第六
低，比城市國家新加坡的一三．五％、香港的
一三．九％都低，更遠低於中、美、韓等國。

 台灣政府成為世界上最窮、最小的政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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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4%

35%

43%

46%

51%

Ireland

Canada

Germany

Finland

Denmark

Sweden

High tax burdens as percentage of GDP



世新女同學的事故

Stockholm一日遊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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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負債

中央政府(2014.12) 5.44兆 每人平均23萬

地方政府(2013.12) 0.51兆

各基金潛在債務 12.0兆以上

合計 17.95兆以上 每人平均78萬

註：中央政府總預算(2014) 17.3兆



未來經濟：

每年減少18萬青壯就業人口



 政府收稅加以重分配以增加效用(福祉)
的量太少，以此為指標，台灣是個不入
流的國家

 政府施政支出又嚴重分配不當，進一步
弱化國家



政府出錢：你我出錢

政府降稅：你我負擔加重

蚊子館：政商民代勾結你我

倒楣 (政、商、民代勾結)



施政民調第一?

各縣市高雄市負債第一, 2136億

苗栗縣劉政鴻縣長在大埔案前為藍
營民調第一，上任時負債202億，
下任負債600億，發不出年終獎金



人在天堂，錢在銀行，家人在法堂



民主的一人一票是否是以導正資本
家對社會正義的扭曲?



立法院：世界最差的國會之一

一方說多數暴力，另一方說少數不服從
多數，只以質詢及辱罵官員搏版面，法
案無人議。



能人不願當政務官(錢少、事多、責
任重尚可忍，受辱無人可忍)，政府
官員少有A咖。



民粹共和國：每個人都想從台灣這個母

親多吸口奶，但沒人願餵她一口飯

勞保費率是高些或低些有利多數勞工?

為何日本高鐵及地鐵沒有半價?

台灣有150萬農民，健保199吃到飽

2012大選，老農津貼加千元，增82億

油電不合理漲價對誰有利?



改革真的有那麼難嗎?

以健保費率調整為例



具有思辨能力的公民，
起碼的要求：

一、任何政見請提出財務計劃；增加負

債?加稅?排擠預算?

二、天下之大，非一人得以獨治，請提

出主要部會(或局處長)首長人選



施政民調該改了

<首先是縣市的財政，是更多舉債、債留子孫及下一
任，還是逐年改善？再者是幼兒可上公立托兒所、幼兒
園的比率；失能老人獲得長期照顧的比率；自殺率(負
向指標)，特別是老人自殺率；學童享有營養午餐的比
率；中、小學雇用代課老師、鐘點老師的比率(負)；無
殼年輕人能購屋的比率；青年人失業率(負)；無健保卡
人數比率(負)；虐兒棄兒件數(負)；違章建築新增數(負)，
違建拆除數；盜竊案件數(負)；意外死亡人數(負)；交
通意外傷亡數(負)；家暴案件數(負)；中小企業增加的
家數及就業人口的變動。

這些指標可與前年度比較，也可與上一任縣市長的績
效比較。若依此對縣市長施政做評比，必然能導引縣市
長施政朝向良性發展。首要便是增闢財源，合理分配預
算，將有限資源用在刀口上，以民眾基本需要施政，如
此必然為國家之福。



立即可行的辦法

目前稅改必然部長下台，政黨堅持必然
敗選，幾點立可改善台灣現況者：

1.每筆證券及期貨交易扣10元，每年一
百二十億以上充長期照護保費。

2.每筆提款(包括ATM)多加5元，可使幼
兒均可上公立托兒所及幼稚園。

3.每戶住宅每年房屋稅加1000元(低及中
低收入戶免除)，每年至少80億。父母
只一戶住宅者，補助首購族屋貸款利
息2%，可產生4000億貸款，消化全台
大量空屋，停止興建社會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