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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威失德話「柯」政
▓鄧蔚林

新官登場趾高氣揚
戲劇丑生為官，唱詞中有「一朝權

在手，便把令來行」這樣志得意滿的行

狀道白，台下觀眾，多能持愉悅閒情，

看他怎麼演；梨園編劇，也都忌在脚本

中輕率脫口傷人，這是一種可貴的自律

行規，連相聲中的說、學、逗、唱，無

不樂在皆大歡喜，不傷大雅。

而當今素人任官，若不知謹言慎

行，拿捏分際，自恃天縱英明，挾一時

的民意光環，便飄飄然自以為已晉階成

神，超凡入聖，藉霸氣操作而不屑在做

中學，仕途肯定難卜平順，斯可斷言。

有道是強風不宜盡起帆，防覆舟也。

台北市新科市長柯文哲，以「百

日維新」標榜施政，要立即使人刮目相

看；上台伊始，就風頭火勢，令出如

山，急於立竿見影，主管屬僚，七時早

朝，上緊發條，飯局酬應，一律報備，

細碎嚴繩，幾近矯情。

柯醫師以市長之尊，當着媒體，

對警察信義分局長，訓斥「再有法輪功

成員被打，就撤換你！」根本不清楚直

轄市此一人事異動層次，權在警政署，

大言炎炎耍官威的市長，充其量只能建

議，何能恣意而為？

當事人警大畢業的李德威，不甘受

辱，和任職消防局主祕的楊炳芬，夫婦

倆立即決定連袂引退閃辭。柯先生不獨

未能自省出言莽撞，還說「公務員要調

單位也不是那麼容易，應該是怕的才會

走」，準此，已適足以列入冷酷刻薄品

流；其尖酸賦性，亦允稱一絶。

社會局長許立民辦活動，在舞台

上被當眾斥喝，咎在未能仰體不喜歡融

入舞蹈與眾同樂的上意；體育局長楊忠

和作世大運業務報告，半途即被生氣打

斷。楊氏曾任北市體育學院校長、行政

院體委會主任委員，長期投身台灣運動

發展的推動與擘劃工作，自去年12月25
日降格就職以來，積極折衝與協調，不

僅消除教育部、中華奧會、全國體總、

大專體總之間的歧見，對促進部、會之

間的共識，已逐一完成世大運籌備工作

最棘手事項，卻在上台僅僅26天就宣布

離開柯團隊，無異在在宣示柯市長的統

御領導，敗象連連，不外種因於自負、

虛矯與扞格，致有五日京兆，官不聊生

的戲碼。楊局長到任三日，即覺無用武

之地。

踐踏前人掩飾無知
我們即使不信「隔行如隔山」，

新官上任，除非內升，可以駕輕就熟，

凡屬空降，對於地形、地物、生態，事

前未做功課，僅憑片面資訊或個人直覺

冒進，倒掛雨林待殲機會便告驟增，履

險自恃「高明」，即非上智，廣東人以

「打死多過病死」論斷此類狂妄。

擅於煽風點火引爆的所謂「政論

家」，為文讚他上台未及一月，就拉開

十多個戰場，面對官商夾擊，有如十八

銅人陣，如此白目、如此神勇，緊緊抓

住媒體焦點，贏得大片喝采，讓「許

多人心中竊喜，幸好那一票沒投給別

人」。

看看這樣的筆觸，柯市長很難不

混身酥麻，媲美大戰風車的唐吉訶德，

比見筆下起風雷，昔人嘗言：「秀才造

反，三年不成」，今則勁筆利嘴，透過

網路傳媒成魔咒，袖裡乾坤，直可覆雨

翻雲。推波助瀾論述，則藉柯P對前朝幾

項「引起爭議和疑慮」的重大工程，進

行檢視與「清理」，美化清算的玄機。

以台北大巨蛋工程為例，一方說找

不到違約罰則，一方指應先好好看一看

契約內容，郝、柯雙方，都以嘴炮隔空

轟嗆；前任怒指僅藉片面資訊，污衊過

去市府團隊，令人忍無可忍；後任則認

資料未透明。但若事事推翻前議，否定

前朝一無是處，只有糾葛不斷，蓋政績

是否乏善可陳，有目共睹。

柯文哲以外科醫師觀點診斷市政，

屁股還沒坐熱，病歷還未仔細審視便立

即動刀，難免須冒急功誤診和失控的風

險。他有如一團烈火，遇物即燃，不知

藏鋒於鈍，禮賢惠眾，應知能明而斷，

是為英斷，不明而斷，則為武斷，武斷

一己之事，為害止於一身，武斷國家之

事，貽害無窮，古之成大事者，無不規

模遠大與綜理縝密，其理甚明。

母雞下蛋，才會呱叫昭告飼主享用

或待孵；柯市長未下一蛋即醜化別人以

自顯，無異自曝只是浮在水面一滴油，

即使自燃，也難炳於長夜，須知一個自

詡「極高明」的獨孤俠，頻失負重致遠

駝隊，飲完即興苦艾酒，就只剩吸取仙

人掌汁越大漠，是未計沙暴、烈日、夜

寒衣單，缺乏綠洲、遠眺海市蜃樓上征

途。

他一身猴氣，自比齊天大聖老孫，

只須一個跟斗雲，下界眾生百態，都難

逃法眼；又兼具鍾馗捉鬼的能耐，漠視

程序正義，乃有未審先判斧砍財團的威

風，以浮躁之怒，「叫」趙藤雄來談，

市長室專員邱昱凱嗣以拍桌使協商破

局，為官三日已僚氣橫生；藉「率性」

包裝跋扈，不知善戰者不怒，怒則章法

亂。春風得意馬蹄疾，卻昧於疾行尋釁

無善跡。

任何大型建築，合約潛規，莫不玄

機處處，業界巨擘，自有法務團隊維護

權益，一旦拉長戰線，何懼嗆聲提告？

以揭弊為職志，殊值肯定，躁進取寵，

則不足取。

峻激有餘為德不足
澎防部昔曾留存日軍一將領所書中

文立軸：「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

養其體」。書法酣暢而宅心仁厚，可謂

以行弘道，首重修身。

日本的民族性是即說即做，德國

人只做不說，中國人則光說不練，柯市

長如何歸類，尚待觀察，他的寡情、失

言，責人而昧於反求諸己，則似乎已是

常態。

鴻海集團在各大報花600萬登半版廣

告，要求市府48小時內公布台北資訊園

區招標相關資料，坦蕩接受檢驗；柯文

哲回嗆，直斥他財大氣粗，撂下狠話：

「選舉沒拿你錢，我沒有欠你，公事

公辦！」令人看起來就像市井駡街的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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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理不明粗鄙失言
台北市警於12日內不費一槍一彈，

成功逮到峨眉停車場雙屍案凶嫌陳福

祥，柯市長在獲報第一時間，他迥異於

警政署長王卓鈞關心同仁安危，說：

「早知道對象是誰，為什麼要那麼多天

才抓到？」可謂凌駕專業的未作產婦不

知痛。

他茫然不知警察緝拿槍擊要犯，事

關生死，陳嫌卧榻之旁長短兩槍，都已

上膛，那不是躺在手術床上的病患，任

憑宰割，乃至因而引起基層反彈：「要

不，你來！」專案小組也為之錯愕。

次日下午，柯P在輿論反應不佳壓力

之下，藉個人臉書改口喊讚，除慰問有

功人員，頒發破案獎金60萬元。

過不憚改，還算是好的，蓋能澄

其心以審天下之理，平其氣以衡天下之

事，廣其才以濟天下之變，摒棄偏私，

化除成見，毋意毋必，庶足以任大事。

柯文哲1月26日接見英國交通部長克

拉瑪訪華團，這是英國歷年訪問最高層

級，英方致贈上議院才能持有的懷錶，

柯市長不識貨也就罷了，受訪竟說不會

婦，彷彿當家的一夕小鬼升城隍，跩得

不得了！也像個一臉橫肉的捕快。

政商過招是炒熱場子的大戲碼，

他首選砲轟世大運、美河市、大巨蛋、

雙子星與松山文創，視幾個大BOT經營

者為無法無天的奸商，以「一趙十葉」

（一個趙藤雄等同十個葉世文）貼人標

籤，卻看不見商界捐款到MG149帳戶合

不合法，社會觀感如何，他們算不算奸

商？

「官字兩把口」，是民間通識；

「不怕官，只怕管」，從大腹賈到路邊

攤販，則感同身受，除非理不得直，沒

有幾個「刁民」商賈，選擇與官府為

敵。

1月27日，遠雄繼鴻海集團之後，以

半版巨幅廣告，在四大報說明承建大巨

蛋的緣起始末，強調不把重新議約當比

賽，還引來建築師劉培森「理念不合才

退出」的糾纒。蛋已蓋到一半，柯市長

未明病理即冒然切入，如何善後層出不

窮的併發症，是項嚴峻的考驗，若非府

衙溝通不良，廠商豈會寧付巨額廣告費

訴諸社會公評？

▲台北市大巨蛋是柯P市長追查所謂「弊案」的重中之重。圖為正在興建中的大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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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的「破銅爛鐵」
▓藺斯邦

臺北市長柯文哲是台大醫院外科

醫生出身，在參與從政的道路上未能對

MG149帳的公私帳問題、人體器官移植

等爭議，清楚交待，但市民還是把機會

給了柯P。這位挾高票當選的市長在洋洋

得意之餘，好像覺得我就是最大，不論

講什麼話或做什麼事都可以隨心所欲而

不受拘束，可以在沒有證據的前提下，

想駡人就駡人，稱大巨蛋為「官商勾結

的大弊案」、「無法無天」、「一個趙

藤雄是十個葉世文」等惡意攻訐一個知

名企業，完全不顧依法行政、程序正義

的民主法治精神，表現出「行政恣意」

的威權專斷思維，這對台灣的經濟發

展、民主法治、人文素養來說，真是情

何以堪！當然企業中的害群之馬應該清

除，但不可否認，絕大多數的廠商辛苦

打拚，為台灣不斷創造繁榮與就業，臺

灣今天現代化的成就，廠商的貢獻功不

可沒。這又豈是現在的柯P所能企及。

柯市長自認有比別人聰明的頭腦，

自大而又膨脹慣了的柯P，在元月26日
接見英國交通部長克拉瑪（Baroness 
Kramer）女士時，一如官方禮儀贈送

紀念品，柯市長在收到象徵英國國會的

錶後竟然說出「自己用不到，會轉送給

別人」、「不然就拿去破銅爛鐵可以賣

一些錢」。這顯示柯市長連起碼對人尊

重的善意都沒有，也不懂外交禮儀上的

禮品不是私人物品，是必須登記繳庫的

公物，較嚴重的是這樣一句沒有分寸的

話，難說不會讓英方有其他負面想法，

甚至影響後續合作，讓臺灣失去一次對

外開展關係的機會。英國是世界上重要

的國家，曾是日不落帝國，英美一體也

是當今世界的現實。

柯P的談話，除讓臺北市民蒙羞外，

也暴露出無知於對外關係是臺灣生存發

展的支柱，因為不論是追求自由貿易協

定的簽署、區域經貿整合的參與，這些

牽動國家生存發展的大戰略，都離不開

對外關係的開拓與如何持續營造一個友

善的外在環境，以開擴生存發展空間，

也離不開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與互信的

不斷增進，以利國計民生，不幸的是，

柯P在接受美國媒體「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專訪中抛出「被殖民時間愈

長就愈先進」的無知講話、談到兩岸關

係時提出「兩國一制」的不當思維，這

除將影響臺北市與大陸重要城市的交流

外，美化殖民的談話，不僅是違反人

權、和平的宗旨，也失去了應有的人格

尊嚴、民族尊嚴。

在全球化激烈競爭中的經貿現勢，

臺灣面對的是前有強敵、後有追兵的局

面，處境至為艱困、緊迫，臺灣競爭力

重鎮的臺北市由這樣表現出無知、傲慢

的人來領導，講出來的這些話，難到不

是臺北市的一堆「破銅爛鐵」？這又豈

是臺灣之福，想到臺灣首善之區臺北市

的光彩和中華民國憲政前景，真希望柯

市長日後的談話，能讓市民感覺到確是

代表著臺北市的水準與文明。（作者為

本會理事） 

自用可轉送別人，或可當破銅爛鐵賣，

其粗鄙淺薄無知，就在短短幾句話，貽

笑國際、騰載傳媒，引來各方同聲斥

責；民進黨立委持贈紀念幣，為他修

補，市府幕僚發佈新聞，以孔雀尾巴，

淡化熱議，美化大象之屁。

克拉瑪所表現的泱泱大度，是「很

抱歉，之前完全不知道這樣一個禮物，

會造成其他非正面的看法，我們每天都

學到新的知識。」同時說明「在英國，

這是個珍貴的禮物，因為我們都知道時

間有多重要」，彷彿間接在圓融中，得

體表達悔將珍珠餵山豬、明月照溝渠；

利刃過處，未見血你還無感於肌膚之

痛。

吹捧效應助長我執
選前的柯P，以「推倒高牆」成寵

兒，選後，他自築傲慢高牆成白塔，視

不順眼者都如龜孫子，旋風所至，所向

披靡。而蜜月期間，雖各界褒貶不一，

肯定還大於反對，因為他藉「除弊」航

向奇幻之旅，揮手讚美簇擁社羣，熱情

有加，大船出港，每人吹一口氣，船長

便可昂首闊步，乘風破浪；李登輝加

持，說他應該選總統，李安妮主動加入

柯市府廉政委員會。該會竟有近300人搶

六個海選名額，好一幅「有人辭官歸故

里，有人連夜趕科場」的現代版。雖無

調查權，聲勢可不能小視。

金字塔在建造之初，埃及全民曾為

偉大的法老王歡欣載歌運石，然後，經

年累月，他們不堪勞役的負荷，歌聲漸

竭，十夫長仗鞭驅策，在他們背上烙下

從擁戴走到苦難的沉哀。

柯市長不讀報，也把個人習慣、喜

好當政策，北市各級學校237所，訂報費

每年才117萬元，他諭令各校帶頭進行另

類「報禁」，與選前宣稱要「以文化建

立台北城市價值」背道而馳，不但剝奪

青年學子閱讀的權利，市府公務員不讀

報，也不能個個淪為只滑手機與居民互

動的低頭族，他忽視紙本閱讀，會予人

以專注思維的沉靜力量，也從而引起各

方鋪天蓋地、「唯柯是從？」的功能質

疑與責難。

他不得不因風轉舵，在平面媒體，

放一張閱報照片。

綠營人士開始擔心，如果他繼續橫

衝直撞，一再出錯，恐將連帶衝擊民進

黨2016選情大局；對於日日見報的柯文

哲爭議言論，蔡英文私下坦言「看得心

驚膽跳」。

國民黨當年推荐周百鍊醫師與高玉

樹對壘，周在中華路聽取住商對水電供

需的瑕疵申訴，當場以高姿踞傲電話申

斥相關單位；高氏則在新公園與三輪車

伕等弱勢基層坐談，探求民癮，復以動

人口才在公辦政見會上，切中民望，獲

選台北首位民選市長，周醫師敗在拙於

詞又仗勢踞傲，高玉樹得美方奧援（如

敗選俾以承包飛彈基地工程作補償），

而不動聲色；柯醫師今獲萬民之寵，大

有「朕即天下」盛氣，若威而有德，將

上下一片煦和，威而失德，則理無久

享，凡所施為，選民會拭目以待。我們

肯定他的聰明與才智，但須知他不能以

罹患亞斯伯格症，作為所欲為的烟幕，

再強的蚱蜢，跳脫不了烏鴉的嘴巴！

（作者為本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