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月《僑協雜誌》150期 2015年1月《僑協雜誌》150期

8 9

正面馬英九 反面柯文哲
▓柯博文

本尊與鏡像
人的鏡像，就是本尊在鏡中反射出

來的虛像。

鏡像與本尊相同，卻相反。

馬英九2002年12月7日第三屆台北市

長選舉，拿下87萬票。柯文哲2014年11
月29日第六屆台北市長選舉，拿下85萬
票。

馬英九和柯文哲都出身台大，雖法

律、醫學殊途，但都有台大人個性。

前者沉靜彷彿入定，後者活躍彷彿

過動。

柯文哲、馬英九彼此投射，彷彿互

相照鏡子。

錦鯉與鬥魚
《彼得原理》（註一）說，在企業

的等級制度中，人會因其某種特質，擢

升到一個不能勝任的職位，結果變成阻

礙企業前進的障礙物。

馬英九心面如一，面孔單純，心地

也單純，沒有城府，彷彿錦鯉，可做不

錯的事務官。

馬英九曾在蔣經國身旁工作，不

必懷疑他溫良恭儉讓，也不必懷疑他保

守、固執、剛愎自用。最要命的是口才

笨拙、個性軟弱、不懂鬥爭。

這樣的個性和能力，坐上群雄覬覦

的大位，能穩嗎？能不成爲阻礙國民黨

進步的障礙嗎？

民主政治的爭權與古時無異，前者

雖不見血，冷酷無情卻不比後者少。

《彼得原理》同樣在檢測柯文哲。

他是否「擢升到一個不能勝任的職

位」還有待驗證，但就他進入台北市府

前後數十日的表現，愈來愈讓人覺得他

不簡單。

柯文哲心面並不如一。面孔單純，

心有城府，彷彿鬥魚。

自稱酷吏，口才犀利，有話直說，

毫不溫良恭儉讓。出身醫師，擅長搶救

瀕危傷患，無從政經驗，卻曉得明朝賢

相張居正的「為政之道，耐煩而已」。

最厲害的是把「政治素人」當免死

金牌用。高掛「政治素人」招牌，再奇

怪的語言和動作，似乎都可以過關。真

是超會耍。

上任一周，話題不斷，動作不斷，

拆這拆那，改這改那，嗆這嗆那，看似

率直，但似乎都是謀定而後動，深諳鬥

爭哲學。

他不是蠻佩服毛澤東嗎？那對老

毛那套「不鬥則修」的道理，必然也了

然於懷。毛澤東曾說：「與天鬥其樂無

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

窮。」

柯文哲將來與議會勢將鬥個不休，

與市府其他公務員，也埋有火種。

對比馬英九的單純平和，柯文哲真

是鏡中反面的馬英九。

只是，民眾受夠了安靜的馬英九，

會忍受過動的柯文哲多久？

包袱與班底
馬英九以清廉取勝，雖可崛起於

陳水扁貪瀆之際，但人民要的不只是清

廉。他六年前當選總統，二年前還能連

任，得力於選民的信賴。水能載舟亦能

覆舟，載覆之間，翻轉很快。要選民信

賴，不能只靠形象，要靠深度。

馬英九號稱不沾鍋，沒有人情，

亦不講人情，但是卻有扔不掉的政治包

袱。他深度不夠，不知道該如何擺脫政

治包袱。

▲柯文哲（著白衣帽者）受支持者簇擁。 

▲柯文哲號稱「政治素人」，贏得台北市長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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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不至於笨到說不知道提名連

勝文必輸，但還硬是要提。說是礙於提

名制度，其實是礙於連榮譽主席吧！

連勝文沒什麼不好，就是他命太

好，好到讓人想不出任何選他的理由。

連家人風風火火往台上一站，臉上

彷彿貼有「我是權貴」的標籤。烽火就

由台北燒到台中。

九合一選舉是對國民黨的當頭棒

喝。大老們歇歇吧，學學人家大陸領導

的裸退，何必要等人家來鬥才放手呢。

什麼榮譽主席？失去政權，主席上面疊

幾百個榮譽都都沒榮譽。

水同樣在載覆柯文哲。

柯文哲不也是不沾鍋嗎？沒有人

情，亦不講人情，沒有政治包袱，也沒

有心腹。他的市府團隊，跟馬英九內閣

一樣，東拼西湊。

大家常批評馬英九用人小圈圈，這

就是沒班底。一群互不相知的人，臨時

湊起來辦服務人民的大事，何其困難。

民主先進國家在野黨有所謂「影子內

閣」，一旦執政，影子就成真。馬英九

沒有，柯文哲更沒有。

柯文哲籌組市府小內閣過程艱鉅，

有遴選的，有挖來的，還有競選功臣或

其家人，除了一位在台大醫院追隨過他

的女士外，其他成員都無淵源。

超現實與舊世界
柯文哲說「你只可以騙我一次」，

顯然互相還都在摸底。這樣的團隊不

牢，大家可以共安樂，一拳頭就打散

了，一旦有難，恐怕雞飛狗跳，只剩柯

文哲一人在那裡發愁。

2015年元旦升旗，馬英九和柯文

哲在總統府前半握手。柯文哲無厘頭的

說，他在想「死亡之握與回春之手，誰

比較厲害。」各界對他的話有不同解

讀。

如果你看過「急診室的春天」（註

二）電視連續劇，大概不會訝異柯文哲

的奇怪用語。

電影裡外科醫生的黑色幽默，比手

術刀還犀利。但那終究是電影，是虛構

的映像。

柯文哲卻把它搬到現實社會來。

不僅如此。

他查看辦公室說這裡可以開「小軍

機會」，要消防局演訓「巡弋飛彈攻擊

101大樓」的救災劇本，接受訪問時說：

「獅子無法了解狗的悲哀」，要用警車

取代派出所。類此種種，多不勝數。

這裡面有高陽的歷史小說、格林童

話、好萊塢災難片和動作片。不知道市

府會不會提供咖啡和甜甜圈給警車裡的

警察吃。

柯文哲到底活在哪一個世界？超現

實嗎？

和柯文哲相反，馬英九仍活在舊世

界，時空背景還是蔣經國，民風純樸。

他不知道21世紀的新世界，打自家

的孩子，也贏不到隔壁家的掌聲。不知

道用劉憶如來搞證交稅，是泡製公主復

仇劇。甚至不知道鹿茸不是鹿耳朵裡的

毛。類此種種，也多不勝數。

我們碰到這兩位另類的政治人物，

哭笑不得。

馬英九治國，強調只管通案，只看

法律條文。

事務官管事，政務官管人。事務官

管事，依法按通案辦事。政務官管人，

不能只依法按通案施政。

法律與SOP
馬英九做的是事務官，不是政務

官，更不是總統。於是，有「王金平

案」，一個黨紀案鬧成總統打官司，還

打輸了。更有「洪仲丘案」，為個案廢

了軍法。

這算什麼？原來通案、個案是按照

政治壓力來解讀的。原來政治壓力大的

話，還可以用廢法、修法的方法來繞過

去的。

柯文哲則事事講SOP。SOP是英文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的縮寫，亦

即「標準作業程序」，任何人只要按照

SOP，就能暢行無誤。

在技術單位，SOP很重要，譬如手

術室，連醫事人員如何刷手消毒都有

SOP。

SOP的缺點是沒有彈性，沒法因應

特殊需要。除非你有B方案、C方案，否

則只有走A方案。

在市府，管事的SOP容易制定，管

事又管人的SOP，制定出來也未必就能

行，除非你有Z++個方案，或者你不按

照SOP走。

現在法律防弊重於興利，立法精神

原就不希望公務員跑太快。《政府採購

法》是範例。不僅規定你怎麼買，還規

定你公告後要等多久才能買。

無論郭台銘、張忠謀，即使是效率

學大師哈林頓．埃默森（註三）死而復

活，都會望「政府採購法」而興嘆。

當柯文哲的S O P碰到《政府採購

法》，總不能件件都用緊急採購吧。

馬英九不夠狠，僅談改革，柯文哲

▲元旦升旗，馬英九和柯文哲握手。柯想「死亡之握與回春之手，誰比較厲害。」
圖為總統府網站布刊馬英九主持升旗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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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狠，不僅講改革，還講革命。

改革與革命
雖說現今社會誰能革誰的命？不

過，改革與革命卻也僅一線之隔。

人人都喊要改革，改他人時鼓掌叫

好，但改到自己，那就是革老子的命。

這是人性。

政治人物要懂人性，要讓被改的人

服氣才能成功。

馬式改革與柯式改革，面臨的狀況

都一樣，就看誰有辦法來改得動。

馬式改革，只剩禿子頭上的兩根頭

髮（註四），為何好事變笑柄？總結八

個字：「蛋頭論政，書呆治國」；徒有

理想，終至書空咄咄。

王安石就是前車之鑑。不知方法、

不會溝通、不懂大聲喊出來，就沒法鼓

動輿論氛圍，製造不出有利環境，不但

革不了人家的命，還遭反噬。

清朝史學家趙翼有詩譏笑書生，

曰：「文人逞才氣，往往好論兵。及夫

事權屬，鮮見成功名。古來稱儒將，惟

有一孔明。寥寥千載後，虞雍王文成。

此外白面徒，漫詡韜略精。」前四句有

夠經典。

再看柯式改革。

2015年1月3日新聞報導：柯文哲要

求政務官要把行程和晚餐向他報備，以

杜絕關說。這不是在學蔣經國嗎？這不

是「新十誡」嗎？

蔣經國的秘書不學蔣經國，反而蔣

經國秘書的對手在學蔣經國。

也不能都學蔣經國。

蔣經國要政府埋頭做事，做而不

說。他那時代，可以，現在不可以。這

個不可以的，馬英九卻學了。柯文哲則

相反，大嚷特嚷，沒做先嚷。

要拆226多戶違建，還沒拆就大肆宣

揚，盲從者譽之為「俾斯麥」。人家郝

龍斌2014年1月到11月就拆了4,270件。

柯式改革靠嘴砲、靠網路，小題大

作。

你要搞民主，要贏選票，不喊，誰

知道？形成不了有利氣氛，再能幹，也

敗給選票。

九二共識與四個互相
2015年馬總統的元旦賀詞，提出社

會和解、朝野合作、兩岸和平，了無新

意，只是加了一點鹽的行政院長施政報

告。

中華民國肇基於1912年，國家發展

不可能永遠維持現狀，最終往何處走？

是不是太敏感，馬英九不敢碰？其實聲

望已經跌到只剩9趴，為何還不敢放手一

搏。以為喊一喊「和」，敵人就會讓你

順利下庄？

學學日本的安倍，學學俄羅斯的普

京。連歐巴馬都敢在輸掉期中選舉後向

古巴遞橄欖枝。

馬英九沒鬥志，柯文哲有。馬英九

不肯做，柯文哲越俎代庖，要做。

2015年元旦前10天，12月22日柯

文哲接受中央社訪問，拋出「一五共

識」。

他說「『九二共識』很多時空背

景都已改變。」又說：「不如大家來談

『一五共識』」。

什麼是「一五共識」？就是2015年
的共識。2015年共識？談都沒談，哪來

共識？奇怪哎。

柯文哲又丟出「四個互相」：互

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

作。原來他想主導一個新的共識。

柯文哲的兩岸主張當然膚淺，但他

拋出這個議題，可一點不膚淺。這不是

讓王郁琦出來罵一罵就可沒事的。

「九二共識」是1992年4月「辜汪會

談」的產物，迄今逾22年，如何給他升

級一下，學者有「舊瓶新酒」、「新瓶

舊酒」、「新瓶新酒」等意見，但這是

大題目，除馬英九外，無人能拍板，可

是他就不拍這個板。但是，能拖多久？

2016年總統大選，就要見真章。

兩岸關係不會僅停留在經濟面，

遲早進入所謂「深水區」，一旦不能維

持現狀，台灣該怎麼辦？國民黨該怎麼

辦？無法迴避。

2010年5月馬英九就職二周年時，筆

者曾在本刊發表〈不知十月江寒重 陡覺

三更布被輕〉，認為「維持現狀就是唯

恐現狀不安穩才要維持。這是一種在左

右為難之際，努力找出來的平衡點。這

個點脆弱而曖昧，隨時會變，所以它還

是一種暫時的、過渡的狀態。一旦時移

勢遷到非我們力量所能調適的時候，現

狀就不能維持。」

面對下任總統大選，離「非我們

力量所能調適的時候」愈來愈近，原地

踏步，踏得下去嗎？服貿還不是「深水

區」，就卡住了。

去拚一下吧，譬如辦一場大規模、

高層次的研討會之類。

大屋頂也好，一國兩府也好，「舊

瓶新酒」、「新瓶舊酒」、「新瓶新

酒」…都可談，只是馬英九必須出招，

否則只有挨打。

這當然不容易，但總統是那麼好當

的嗎？進了廚房就不要喊怕熱。

本尊和鏡像揉在一起
馬英九元旦賀辭說：「臺灣沒有

分裂的本錢，所有的不滿應該到我為

止，由我承擔。」他心是誠的，話只講

一半。如何承擔？倒楣的還不是國民黨

嗎？

柯文哲不簡單，不是素人，是馬

英九的鏡像。馬英九的缺點正是他的強

項。

雖說鏡像難逃本尊的命運，但照亮

本尊的燈正逐漸熄滅，而鏡像還會亮久

一點。

希望朱立倫能把本尊和鏡像揉在一

起，中和一下。（作者為本會會員）

註：

註一、是管理學家勞倫斯．彼得

（Laurence J. Peter）在1969年提出的理

論。

註二、「急診室的春天」是美國

NBC電視連續劇，原名是「ER」，由

1994年9月19日首播，連續播出15年，

非常轟動，在2009年4月2日結束，期間

贏得各種獎項計116個，其中22個是艾美

獎。

註三、哈林頓．埃默森（Harrington 
Emerson，1853-1931）是「科學管理

學」的奠基人。

註四、財政部長張盛和反對立法院

刪除《證所稅》的「大戶條款」，說：

「禿頭的人就算頭髮只剩兩根，也是有

美觀效果，通通剪掉就真的是禿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