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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痛極能改
     國民黨庶幾可救

本（五）月20日後，馬英九任期

僅餘兩年。其秉政以來，廉潔自持，家

中事務一切低調，家人事業凡涉及公務

者，皆辭去職務。近日母親去世，馬英

九事母至孝，亦謹守本分治喪，凡此種

種，頓洗陳水扁八年貪腐奢糜之風。而

其所奠定兩岸之穩固關係，政績更足稱

道，但其治國六年，顯非領袖人才。選

民僅見其健康形象，疏及其他，擁其於

上位後，觀言察行，逐漸失望，尤其連

任後，失政失能，匪夷所思。支持者恨

鐵不成鋼，反對者則虐意汙衊。「破山

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振衰起敝，自

非易事，但危機已迫眉睫，如不痛極能

改，及時奮發，馬英九未來兩年，必更

坎坷。

遍地烽火，同志多但不同心
筆者以為馬英九之敝有三：志大才

疏，膚淺愚笨，度小量窄。三者交纏，

國事日非，致同志多但不同心，敵手少

卻肆無忌憚，乃遍地烽火，四面楚歌。

馬英九連任不久即處境艱難，但自

信過高，同志進言，置若罔聞，千山獨

行。開徵證券所得稅、刪減軍公教退休

年終慰問金、洪仲丘案、王金平事件、

鹿茸風波、反「服貿」攻佔立法院、堵

路反核四，風暴接踵來襲，元首卻單槍

匹馬上陣，國民黨不乏智者，卻無從協

▓柯博文

助，只得隔岸觀火，馬英九棄甲丟盔，

毫無招架之力。

志大才疏，汲汲於歷史評價
2 0 1 2年1月1 4日總統大選投票，

馬英九以689萬票擊敗蔡英文609萬票

而連任。次日，馬英九說：「未來四

年，我沒有連任壓力，但有歷史評價壓

力。」為何用「歷史評價」不用「人民

評價」？其文膽水準，幾如高中生寫作

文。此四字所滋生的政治惡果，屢屢浮

現。反「服貿」者，認為「服貿」是為

鋪陳「馬習會」，甚多國人也相信「馬

習會」就是馬英九最在意之「歷史評

價」。

歷史評價需蓋棺論定，一切留待後

人，不是自己說了算，若以為某事可有

歷史定位，乃汲汲於此，那只是名心蒙

蔽而已。故其當選連任後，迫不急待，

第一刀就砍向他認為的不公：證券市

場。

2月6日，劉憶如擔任財政部長，緊

鑼密鼓準備復徵《證所稅》，在各方譁

然中，4月12日推出草案，證券市場好不

容易因國際景氣回穩而漸露曙光，這一

刀下去，立刻崩塌，成交額銳減超過一

半。

如今兩年過去，《證所稅》早已

非驢非馬，而其惡果，不僅國庫嚴重失



2014年5月《僑協雜誌》146期

19

血，在全球經濟好轉時，台灣經濟繼續

沉淪，青年低薪造成多少社會問題。回

顧馬英九連任成功時，「九二共識贏

了」是多好的一盤棋，但就因馬英九追

求歷史定位，好好一盤棋給砸了。

劉憶如之母前財政部長郭婉容，

因推《證所稅》失敗下台。1988年9月

24日股市收盤後，郭婉容宣布次年起將

課「證所稅」。周一開盤，全部股票跌

停，然後連續19天無量跌停，資本市場

受重創，《證所稅》不得不喊卡，郭婉

容亦不得不去職。

不鑒前車，好棋毀於證所稅
我輩讀書習史為何？「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時隔24年，馬英九卻讓郭

婉容之女來重蹈覆轍，放任歷史重演。

志大才疏，令人扼腕。

劉憶如大才槃槃，擔任財長綽綽

有餘，但獨不可由其重續《證所稅》斷

絃，市場一句「公主復仇」，《證所

稅》立生陰影。劉憶如5月30日掛印而

去，任期僅3個半月。好好一個新局，尚

未開始，就已結束。

《證所稅》導致股市低迷，無量即

無價，投資散戶固然慘賠，國庫收入亦

銳減，政府猶爭辯受影響者不過少數大

戶而已。數字會說話。此一錯誤決策，

讓2012年的證券交易稅收，較預算目標

短少550億元，僅達預算目標1265億元的

43.47%。 
馬英九似猶未覺悟，仍然惑於名

心，追求所謂之公平正義。

自古以來，無論東西方大政治家、

大思想家都想創造「公平正義」，但何

謂「公平正義」？又如何達到？老子一

本《道德經》、孔子一套《論語》、柏

拉圖一部《理想國（Πολιτεία）》，字字

珠璣，皆在探索。而孫中山以「齊頭式

平等」和「立足點平等」來詮釋真平等

和假平等，可謂對公平正義做了最好的

詮釋。

馬英九身為國民黨主席，卻不懂

孫中山的「真平等」與「假平等」，他

認為公平正義可以一刀切。這是民粹主

義（populism）掠奪式的平等，非常危

險。

刀切齊頭，以假平等祭民粹
2 0 世 紀 研 究 民 粹 主 義 的 兩 位

英國政治學者：瑪格麗特．卡諾文

（Margaret Canovan）和保羅．塔格特

（Paul Taggart），都認為民粹運動者

自認為他們代表的是抽象的「人民」利

益，而不是「少數人」的利益。這裡的

「人民」，就區隔你和我，製造對立。

把「少數人」的利益砍給抽象的「人

民」，就是民粹的公平正義。

塔格特還認為，民粹運動者慣於把

敵人「妖魔化」，一方面可強化自身正

當性，另一方面可加強內部凝聚力。

把卡諾文和塔格特對民粹主義的描

述，套在台灣，即可發現軍、公、教就

是民粹運動者口中的「少數人」，是要

打倒的對象，是被「妖魔化」的敵人，

而這些人大多是馬英九的支持者。民粹

運動者把他們區隔為敵人，當然有政治

目的。卡諾文把民粹分為七種類型，台

灣反軍、公、教的民粹，就正是「政客

的民粹（politicians' populism）」。

2012年11月，在馬英九授意下，行

政院兩天內決定刪減軍公教退休年終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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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金。該慰問金的存在有其歷史背景，

是否應該刪減，可以討論，但如此草率

決策，歲尾年終，許多人已規劃此筆例

行收入之用途時，突然喊卡，這不是公

平，是民粹。馬英九豈非砍軍、公、教

來祭民粹大旗？

更愚蠢者，有政府官員沾沾自喜說

可為國庫省下110億，然《證所稅》短收

之《證交稅》卻五倍於此。姑不論該慰

問金是否應刪，但所省之錢，為刻薄弱

勢軍公教退休者而來，而550億短收之

《證交稅》，卻因決策錯誤導致，兩相

比較，主事者能不愧煞！此事必為歷史

所評價。附帶一提，筆者及家人，無一

人是軍公教，亦無任何慰問金可領。

橫柴入灶，無力拔王留遺禍
苛待退休軍公教，實為自斷手足。

馬英九非選戰外行，當然知其所謂「死

忠」之版圖，他們都是手足，若和他所

說「沒有連任壓力」來對照，益覺其無

情。一年半後的今天，親痛仇快效應發

酵，敵對者絕不會盛讚總統英明，反趁

藍營軍心渙散，加緊逼迫打擊。君不見

當年綠營大喊黨政軍退出校園，你走

了，他就進去了，發生「學運」，亦就

不足為奇。

2012年11月《經濟學人》用bumbler
（愚笨）形容馬英九。當時還有人替他

辯解，但「王金平事件」的發生，卻讓

他坐實是bumbler。
馬王早有心結。王金平身為國民黨

不分區立委，受國民黨制約是為當然，

如今馬英九想要撤換立法院長，當然可

行，但是要看時機，要有做法。

李登輝於15年前順利拔除劉松藩

的立法院長職位，做得比馬英九漂亮多

了。劉松藩於1992年1月18日擔任立法院

長長達7年，李登輝對其不滿，但隱忍不

動，暗中培養副院長王金平的力量和人

望。1999年，廣三集團爆發超貸案，劉

松藩捲入，李登輝操作「劉王之爭」，

王金平水到渠成拱下劉松藩接任院長。

在院長更替中，李登輝隱身幕後。

馬英九可能傻到還以為自己形象清

純，還有政治魅力，乃橫柴入灶，拿件

頗有爭議的關說案來指控王金平，但他

口才奇差，在記者會中結巴陳述時，宛

如小學生吵架告狀，社會大眾視之如兒

戲，難起共鳴。身為國民黨副主席的立

院副院長洪秀柱，又無意淌混水，馬英

九敗象已成。國民黨開除王金平黨籍，

王則訴之法律，馬雖做過法務部長，卻

不知國民黨之作為無法通過法律考驗，

一敗而再敗。馬王由有心結，乃至不兩

立，「反服貿」、「反核四」者能氣勢

如此，自和馬之無能有關。

全民總統，離群眾愈來愈遠
馬英九於2008年以58.45%的絕對

多數，贏得中華民國第12任總統，卻仍

拘泥於「外省第二代」身分，無法體認

自己係過半選票選出之總統。台灣選民

拋卻省籍情結，他方能當選，詎料他卻

念茲在茲，豈不怪哉？如此一來，自以

為拉近群眾，卻距離群眾愈來愈遠，以

「全民總統」為志，民粹主義者卻永遠

把他視為「非平民」。

美國總統歐巴馬身為非裔，在其

就職一個月後，美國即出現「茶黨」運

動，2009年4月15日，「茶黨」發動全

國百萬人遊行示威，反對美國聯邦政府



2014年5月《僑協雜誌》146期

21

權力膨脹。美國政治評論家拉斯穆森

（Scott Rasmussen）和舒恩（Douglas 
Schoen）定義「茶黨」為「右派的反體

制民粹運動」，2010年2月6日《紐約時

報》亦稱「茶黨運動已成為保守民粹主

義者不滿的平台。」美國種族問題遠比

台灣嚴重，美國民粹能量亦遠超過台

灣，歐巴馬任內推行政策受阻者不少，

甚至面臨聯邦政府發不出薪水的窘境，

網路政論雜誌《美國思想家（American 
Thinker）》的專欄作者派特森（Matt 
Patterson），早在2011年8月18日即評論

歐巴馬心胸狹窄（small-minded），沒

有做總統的氣質（temperament）與才智

（intellect），但歐巴馬卻從未以在意

其非裔身分，反而用其卓越的口才，學

習美國第39任總統卡特，借助民主黨草

根力量，結合民粹主義來向共和黨國會

議員施壓。馬英九要學歐巴馬的政治手

腕，而不是耿耿於自己是外省第二代。

六年總統，教育仍在去中國
馬英九最愚笨者，當了六年總統，

猶未矯正李、陳20年來去「中國化」之

亂象，民國38年前的歷史，彷彿不存

在，就是兩岸對峙時期，國民黨如何奮

鬥保台事，亦絕口不提，連國父銅像遭

人破壞，也僅於事過境遷後，在國民黨

會議中不痛不癢責備幾句。這就叫人非

常不解，他提到蔣經國時會眼泛淚光，

但卻為何淡忘兩蔣遷台後之篳路藍縷？

「二二八」為反省歷史教訓理應

放假，但「三二九」、「十二五」就不

追思紀念？沒有碧血黃花，沒有台灣光

復，哪裡有今天的中華民國。民進黨力

加排斥，但馬英九身兼國民黨主席，卻

沒有理由畏難而規避。

1995年李登輝用李遠哲籌組「教

改會」，1997年開始教改，不但去中國

化，甚至台灣先民之乙未抗日，教科書

上亦僅兩行帶過。「客家三雄」吳湯

興、徐驤、姜紹祖之悲壯事蹟，蘇俊、

林久遠、陳小埤率領閩南義軍殲滅日軍

39員之「隆恩埔戰役」，幾遭國人淡

忘，台灣歷史乃從日據始，如此可完全

斬斷台灣與中國之關係，但卻讓台灣文

化出現矛盾、斷層，甚至無根。

2012年5月，李登輝接受《財訊》雜

誌專訪時坦承教改失敗，說台灣教育未

培養人才，大學林立，職業學校數量與

所擁有資源卻相當稀少。他認為：「李

遠哲引介的美國式教育漏洞百出，他應

該要負全責。」

學運也者，老李打敗小馬哥
李登輝所談之問題雖僅為表象，但

已弱智學生、卑師輕道，而教改真正禍

源，則在斬草除根、拋卻中華民族。十

餘年過去，民粹主義能大行其道，就得

益於教改之動搖傳統倫理價值。

以此次所謂學生攻佔立法院為例，

有稱之為「學運」者，事實上是一場民

粹主義的台獨活動，也可說是教改後必

然出現的現象。這是1995年的李登輝打

敗2014年的馬英九。

教育部長蔣偉寧4月9日出席「國

中適性輔導列車」記者會，會後被問

「學運」，認為教改世代參與學運，展

現出創意、思辨、表達等多元能力，值

得肯定，這也是教育部未來持續努力的

方向，「成就每一個孩子」，讓新一代

更有競爭力。這番談話可悲又可笑，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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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確反映馬英九之愚笨膚淺，治國六

年，對教育政策是如何疏失。這是治國

根本大政，卻絲毫未有作為，民粹政治

一再上演，也就不足為奇。

度小量窄，晉惠雖愚仍厚道
馬英九於今年3月14日接見獅子會幹

部，說鹿茸是鹿耳朵的毛。此言一出，

震驚國人，這等常識，也會不知？難怪

有人譏其似晉惠帝「何不食肉糜」。

晉惠帝雖愚，但仍不失厚道。《晉

書・忠義傳・嵇紹》：「八王之亂」

時，晉惠帝遇亂兵，左右皆逃，只剩侍

中嵇紹護衛，亂兵殺嵇紹，血濺晉惠帝

衣袍。事後，侍者欲替晉惠帝更衣，晉

惠帝說：「此嵇侍中血，勿去！」文天

祥《正氣歌》「為稽侍中血」即指此

事。馬英九待「護主」部屬有此厚道？

僅余文一事即可概觀。余文出獄後淡然

說：「上帝開了我一個玩笑。」

「度小量窄」者不會用人，馬英

九身邊無智囊。此一心賊不去，未來兩

年必坎坷。或曰馬英九是習法之人，守

法。然馬英九之守法，只知繩己，不知

律人，對自己人嚴謹，對對手放任。這

是拙劣的政治手法，不是守法，是度小

量窄、膽小怕事，不是寬以待人。這也

難怪在多事之秋時，國民黨老將不願意

摻和進去，否則一旦頭破血流，「不沾

鍋」是不會替你擦血的。

他不干預個案，但一旦個案搞大，

他就干預，而且必定低頭。洪仲丘案就

是最好的說明。

只知繩已，群眾違法不敢律
洪仲丘案是非常不幸的事，洪仲

丘盡國民義務去服兵役，但臨退伍時卻

遭不當處罰而死，其上官必須負擔法律

責任。民眾透過網路為其申冤，抗議軍

中草菅人命，因服兵役致有不愉快經驗

者為數不少，乃迅速群聚十餘萬人於凱

道前合法集遊抗議，自為民主社會之常

態，但總統因此裁撤軍法，是否干預個

案？是順應民意，或是向民粹低頭？而

洪案改司法審判後，結果如何？

民主政府之事務官，有其專業背

▲101年5月，馬英九第二任總統就職茶會，意氣風發；103年5月，竟成「九趴」的「全民總
統」 ，歷史評價留待後人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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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勝選之政務官，有其政治環境，政

務官指揮事務官處理經緯萬端之治權，

必然比交給民粹主義處理為佳，違背此

一原則，即為總統失能、政府失職。

學生也是人民，凡人民就須守法，

違法者必須法辦，若霸佔立法院不算違

法，那什麼才算違法？反核群眾也是人

民，違法者也必須法辦，若佔據街頭癱

瘓交通不算違法，那什麼才算違法？

馬英九是絕對多數選出的總統，

卻度小量窄，怯於街頭的群眾，有法不

執、遇眾拐彎，他對得起投他一票的689
萬選民嗎？台北民眾對馬英九的軟弱受

夠了。

以最近發生的反核四為例，核電

爭議多年，民進黨執政八年不敢廢，如

今再度接續爭吵，反核者甚至堵路霸車

站、強制立委通過他們提出的法案，更

揚言癱瘓台北捷運，郝龍斌強力執法就

贏得民眾掌聲。

彭博清場，只是做該做的事
且看看紐約市長彭博面對「佔領華

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時的

做法。

2011年9月17日，一千多人聚集華爾

街。彭博發表書面聲明，表示「民眾有

抗議的權利，如果他們想要抗議，我們

確保他們有舉行活動的地點。」但是民

眾卻違法立起帳篷紮營，聚集在祖科提

公園（Zuccotti Park），愈來愈妨礙紐約

的生活秩序。

10月7日，彭博透過電臺說：「示威

者可以繼續表達自己的訴求，但如果有

違法行為，我們會將他們逮捕並送交法

辦。」

11月15日凌晨1點，紐約市對示威

者發布「清場信」，要求他們「儘快離

開公園，以便清掃衛生，恢復原狀。當

清掃工作結束後，你們還可回來，但禁

止攜帶帳篷、睡袋以及其他相似的東

西。」11月17日，有超過3萬名示威者聚

集在祖科蒂公園附近，警方用高音喇叭

喊話並驅離，數百名全副武裝的鎮暴警

察強制清場，超過240人被捕，7名警察

和10名抗議者在衝突中受傷。

《紐約世界日報》報導：彭博和市

警局長凱利（Raymond W. Kelly）17日下

午舉行記者會時表示，「紐約市確保每

個人都有權利行使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所規定的權利，但是如有人越界，危害

別人的健康和安全時，我們也會做出適

當回應。」

有記者問凱利，會不會對事態發展

到這種程度感到失望，凱利表示「我們

只是在做該做的事情，為什麼要感到失

望？」

交出權力，讓副主席做事吧
我們羨慕美國的民主，但是美國的

民主是建立在法律上，而這法律並不是

只會綑綁政府，讓警察縛手縛腳。彭博

的處理方式，說明美國政府保護每一個

人的權益，不是濫好人，只會把糖給會

吵鬧的孩子。

4月30日國民黨業已一新副主席陣

容。過去，馬英九大權一把抓，無能

又不分權，現在還剩兩年任期，該交棒

了。至於馬英九最在意的歷史評價，就

留待後人論斷吧，馬英九目前最該做

的，就是為國民黨保留最後一點元氣。

（作者為本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