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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母親半癱瘓，需要看護，怎麼

都找不到月新六萬的本地工，但又通不

過合法申請外勞的巴士量表，被迫找地

下外勞，月薪兩萬元而已。只抱怨大學

畢業生起薪兩萬二太低，但看護工、水

泥工，月薪六萬的不少，誰叫他們不做

呢？

也有怕求職不成的年輕人，乾脆拖

長畢業時間，或盲目地讀研究所，以致

博士滿街走，卻有工無人做。

很多人家的成年子女，謀職時高

不成低不就，窩在家裡打電玩。當慣了

宅男、宅女，和職場只會越發脫節。不

如送他們出國渡假打工，學外語、見世

面，還能鍛鍊體格和毅力；既有機會脫

胎換骨，還賺到鈔票，說「一本萬利」

也不為過吧？

我們半世紀前出國留學，都有打

工經驗。1990年代初，我經過東京，碰

到一位大陸留學女生在酒店打工。我問

她苦不苦？「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原來比一位男同學幫殯儀館從醫院背屍

體，低著頭進出電梯，感覺渾身冰冷要

好很多。如今大陸經濟起飛，那一代年

青人肯打拼，應有貢獻才是。

筆 者 認 識 幾 位 經 營 有 成 的 大 陸

台商，多稱自己是「台勞」，既勞心

又 勞 力 。 也 認 識 許 多 「 台 （ 籍 ） 幹

（部）」，那更自稱「台勞」了，但搶

著幹，薪水高是原因之一。　

台灣人要鼓勵青年學子出國打工，

度假或念書都好。這樣的「台勞」多

了，我們會普遍體認到勞動不分貴賤，

那才真正國際化，台灣也才有活路。

（作者為知名作家）

▲紐西蘭牧場打工的台灣青年人，接待台灣旅遊團。

感時憂懷篇
▓鄧蔚林

馬英九毀多於譽

一個並非不努力的總統，何以居

然勞而無功，反使國民感覺一無是處？

本來賢能治國，如烹小鮮，任使得法，

便可無為而治；老一輩廣東農家，抱怨

娶過門的媳婦摏米，不得其法，以至只

見屁股頻動不見米白（民國早期輾米機

尚未普及，稻穀去殼多靠風櫃，加工則

藉腳力摏米），直言效率之差，觀乎書

呆法匠馬英九的刻板性格，行事章法，

庶幾近之，他甚至連好意鼓勵大眾多運

動，卻出之於「不運動就是懶」一語，

惹眾怒，蘇貞昌乘機暗諷，說他是現代

晉惠帝，不知許多人每天奔波終日，那

還有體力去運動？民眾的不爽則是，連

顧溫飽都幾乎不可得了，還要被月薪

五十萬的總統教訓，這回真是天公不愛

憨人。

小馬哥若非偏執或聽不進策士謀臣

的建言，加諸蜀中無強將，綜有一二廖

化，手下又偏多弱兵，難撐大廈，形成

步艱履難，整個團隊狀況百出，以言維

穩、征戰、決勝，實令作為旁觀者為之

步步驚心。尤其，過時「德政」，不知

翻修，顯見政策內容，「術」、「道」

兩缺。

僑協創會人吳鐵城，每遇非其所

長或需探求決策共識關節，恒邀各方高

明，共敘一堂，一席茶酒，悠然拋出問

題癥結，不拘形式，使各抒卓見，集思

廣益，其本尊則靜聆百鳥之鳴，興觀羣

賢百花齊放，藉收慎思明辨，取精容宏

而成定見，付諸實行或陳報層峯卓參，

此即智珠在握，乃可舉重若輕，無往不

利途徑一例。其實只要一點虛心和機

變，又何至於要成為背負千鈞的駱駝？

病在食古不化也。

今日此馬，既乏鐵肩擔道義的氣

魄，復無開大門走大路的格局，我們不

躭心他的歷史定位如何，但不能不關心

一局頻佔先手的好棋，落子之拙，弄到

危機四伏，眼看全盤皆輸境地，循至政

黨再度輪替，百姓禍福難卜。

田單昔以火牛陣藉角繫雙刄，尾着

火燒，使痛而狂奔，衝入敵營，所向披

靡， 一戰而勝；馬先生的尷尬，則是火

燒褲襠，雖其痛無比又不能怨嘆，徒然

急死太監。他直如竹樹尾的蟑螂，又怕

風，又怕雨，由於民調直直落，滿意度

不及二成，更不能淡定施政，好比一個

解套無方的三高病患；他曾提名王建煊

出任監察院長，王院長反而論定他的無

能（當然總統不必萬能）。

陳誠主政期間，政壇一度盛行「多

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明哲

保身消極生態，他告誡這些練就一身太

極、柔軟推拖身段的「懶官」，認定多

做不錯，不做就是大錯，嚴審績效，提

昇動能，勇於任事。

蔣經國視察基層，常常不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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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子』的手上嗎？」此語如涉冒凟某些

高官，願意敬謹收回。

常見孑然一身在台的老兵，刻苦

度日，生前熱心捐獻，死後財產全數遺

贈，退輔會保有此項資財，數以億計，

請告訴我們，有分毫布施於艱困榮民弟

兄身上嗎？面對他們的耿耿愚忠與大

愛，能不愧疚？

台北信義區一位年逾八秩、家無

恒產的老榮民，端賴每月區區1萬4,000

元糊口之費養命，但單單房租即須支付

八千，連就診掛號費都得拿捏精算，他

的陸配來台四月，領得健保卡，歡喜稱

頌，感覺良好，高興一天，翌日仍需操

持勞役，貼補家用，否則即無隔宿之

糧。請問退輔大員，類似個案，這是苟

延殘喘的生存，還是老有所養的生活、

及人之老的達道？至盼各級官僚，三複

「禮運大同」內涵，則利民福國，有厚

望焉！

居住正義展現盲點

政府為了幫助民眾實現「住者有

其屋」的願景，在板橋浮洲，推出第一

批「合宜住宅」，以低於附近市價三成

左右的房價，反映政府補貼，照顧低收

入「無殼蝸牛」的用意，當初立即掀起

申請熱潮，中籖率低到像中「樂透」，

幸運的中籖者也只高興一夜，開放登

記近兩個月，棄權率從32.8%更上升至

55.4%，甚至颷到56.6%。

原因何在？除了房型選擇少，貸

款壓力大之外，第一日簽約即須先付40

萬，以21樓的一個三房單位來算，尚未

動土開工，便須連續兩月，分別支付64

萬和38萬元的價款，兩年起造期間，繳

款之速與數字之大，殊非一般中低收入

市民所能負荷，最後的七成房貸，無異

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大餅，渴望獲得「居

住正義」恩澤的弱勢族羣，未進門就先

挨三十大板。全台無自用住宅，希望能

低價租屋者，需求量達33萬戶，我們各

級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歷年先後前往香

港、新加坡等地考察國民住宅政策者，

可謂不絕如縷，而掣出的「合宜」措

施，竟也不合時宜到未考量「買不起」

的普羅大眾，思維落差如此，民心向

背，不問可知。想得好、說得好不如做

得好，是不是比較實際？

前總統陳水扁之女陳幸妤，八月間

在台中，以總價8,800萬元，買下「聯聚

方庭大厦」豪宅樓層，類此肆無忌憚的

猖狂，不僅未見有人究其資財來源，看

在選民眼裡，也是一項諷刺。

全台新生代面對低收入、高物價、

高失業的困境，尤其在寸土寸金的台

北，連房子也租不起，蝸居勉可容膝，

低廉陋室有如「籠民」者，大有人在，

擁有大院高牆官邸的「公僕」大員，可

曾了然於心，謀求因應之道？

立委自肥如豬籠入水

立委蔡正元自爆立委也領無法源編

列的九項補助，年享福利172萬元，他要

提案刪除，同儕稍具良心者說要檢討，

「善財」難捨者斥之謂作秀；除了年薪

200萬元、電話費年領18萬元、文具費24

萬元、住宿補助費（不住會館者79人）

每人21萬6,000元、服務處租金補助24萬

元、辦公室事務費17萬6,064元、立法研

究補助9萬9,996元、汽油費36萬元、高速

公路通行費5萬7,600元、開會期間膳費14

因此掌握真實情況，單位主管，很難矇

上欺下。馬英九弱在綱紀不張，又未能

察察而明，反應遲鈍，他的long stay則大

鑼大鼓宣示一通，猶不知人間煙火，乃

至民意沸騰有如倒瀉一籮蟹，越加顧此

失彼。本文試從一些施政缺失觀察，旨

在惕勵，無意「唱衰」。

退將福利不正不義

民進黨立委薛凌於院會出示退輔會

表列資料清楚顯示，4名每月至少享有

18%優惠存款，與各項退休優待的退役

將官，居然「住」在榮民之家，接受政

府每月1萬4,000元的公費就養。此外，還

有大部份具有類似優惠待遇的3,871名退

役校官，也都接受政府的公費安養；這

些退役將校不僅都能擁有低價或無償的

眷舍配置，有終身俸的退將坐領10萬以

上月退俸，校級月領4至9萬元，他們其

實不能窩在榮民之家，享受公費安養。

薛凌直指退輔會關起門來大花納稅人的

公帑。直是後院三千隱身客，前門猶拒

飢寒漢。不知精神何在、德意何在？

按退輔會的規定，若要接受公費

安養，每年各項收入總和不得超過17萬

6,460元，此一限制之不合時宜，相較之

下，還比不上一個月入2萬的菲傭或外

勞，對於一個百戰餘生垂垂老矣、來日

已無多的所謂「榮譽國民」來說，無異

是一項尊嚴的踐踏，就算不必養家，以

目前生活指數，年收入17萬以下會是什

麼樣的景況，用膝蓋去想，都知是個左

支右絀的生活品質，連粗菜淡飯都得自

求多福。許多半生胼手胝足、未沾公帑

而稍有積蓄的中低收入榮民，成為不被

照顧的化外弱勢， 大概非到冬暖兒寒、

年豐妻飢，退輔善門，是密閉難開的。

惟全國2,900名退將，每年可領兩次年終

慰問金，一為國防部編列每人平均1萬

2,000元的春節慰問金，又依行政院規

定，可領一個半月年終慰問金，原來國

之「重寶」，具此身價！

馬英九說要苦民所苦，他曾是海軍

少校，現在輕鬆月存40萬，難怪網友羨

慕得要問：「還有總統缺嗎？」

除非個個老兵都是顏回，只要「一

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但是

從未經歷戰陣的將軍們，卻可坐享優渥

待遇，從郝柏村以下，連胸前綴滿勳標

的「太平」總長都未打過仗。反對黨立

委爆料、批評，近四千人的溢領將校，

輔導會長期以來坐視這種不公不義的現

象存在，現在才允諾將專案查核，主其

事的曾金陵，何其荒唐？如果不是人家

踢爆，還會一直因循，馬英九是否應以

明快決斷，懲治這樣的高官，給榮民兄

弟一個明確負責的交代？

筆者所接觸的今日退輔會，已是個

門禁森嚴的官衙，一個體制外的社區服

務專員，月支二萬，責在關懷存問在地

老兵，個人若非查詢中斷多年的寄缺就

養給與，還不知有此「德政」，結果受

寵到兩人訪，承蒙攜贈高山茶葉一罐，

未經說明就粗糙拍照存證，如果這也是

退輔會的官埸文化，殊堪咒詛。這罐茶

葉，我迄今供奉於列祖列宗之前，這也

不是經國先生曾經執掌之下的風格。

十月間，我隨救國團同仁到頭寮，

佇立經國先生靈前，近柩情怯，百感交

集，深怕自己禁不住衝口而出：「難道

這個國家的氣數，定要敗在這些『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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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了誰？
你，我，他？

▓若  冰

一位台商在飯桌上抱怨：「台灣女

人的神經，幾時繃得這麽緊了？」

原來他在捷運車廂關門前搶進一

步，等門關上了，身旁的女子轉身問

他：「你幹嘛碰我？」他莫名其妙。忽

然想到《壹週刊》正炒作「台灣演藝之

父」許博允「性騷擾」一名翁姓女音樂

家的新聞，趕緊道歉一聲，然後閃到一

旁，但已嚇得手腳發涼。

身為婦女團體晚晴協會的志工，

我不得不承認，自2005年〈性騷擾防治

法〉公布以來，女性自保意識高漲，勇

於出面抗爭，也頻頻上報。這是好事，

但也難免有誇大、甚至構陷情事，加上

媒體逐漸「蘋果化」，羶色腥成風，讓

台灣社會緋聞不斷。光一個暨南大學，

今年八月和十月就各出現一起男教師被

控「性騷擾」女生案；其中一位教師很

快病故，有人說自殺，校園一度淪為焦

點話題。

「飛躍的羚羊」紀政一向支持台灣

婦運，但以為徒有法條還不夠，要廣泛

宣導；認為女性也不宜先入為主，把別

人想入非非。她有朋友在某大學教書，

據說課堂講桌上貼著教師和學生互動須

知之類的告示，規範彼此要保持距離、

未得許可不得碰觸云云，「簡直草木皆

兵了！」　　

無獨有偶，舍妹和我參加家族餐

宴，相依而坐。難得相聚，席間談話熱

絡。我為了引她注意，開口前先碰了她

肩膀一下，不料她回頭抗議：「你說話

就好，不要碰我！」我年過古稀，友善

的拍肩動作還是頭一回惹來麻煩，當下

頗為自責。猜想她在大學教書，師生間

的肢體語言想必拘謹嚴肅，以致姐妹相

處竟出現條件反射，緊張有如一隻刺

蝟。好在她警告在先，我又非男生，否

則不就是一樁「性騷擾」案？但願台灣

不要倒退回「男女授受不親」、甚至

「女女也不親」的地步才好。　　

陳嘉君因為夫婿施明德當年發起

「紅衫軍」倒扁運動時，曾被一些同黨

人士造謠、抹黑，媒體一面倒地報導他

好色、貪瀆、抛妻棄女，如今思之猶有

餘悸。經過一番訴訟，證明所有指控均

屬子虛烏有。但名譽被毀、身心受創又

如何彌補得了？她公開呼籲：「台灣媒

體應有節制，平衡報導是唯一準則。

「所謂許博允緋聞案的報導就有

偏差。」陳嘉君以為，沒讓被控方同時

陳述己見，僅在雜誌出刊前一天以一通

「未接來電」就敷衍了事。在長篇累牘

有關「強吻」、「上下其手、毛手毛

腳」的翁女控訴後，文末以小方塊加

註：「本刊致電許博允，至截稿前仍

未獲回應」（許在開會，當然無法回

應）。顯然是藉由壓縮被控方澄清的時

萬4,000元、誤餐費2萬4,000元；還有健

檢費等林林總總，年終奬金1.5個月28萬

5,750元。此外，立院每年還編列4萬2,000

元公費助理業務活動費，於立委辦理活

動時申請。每年出國，還可領32萬元補

助，進賬名目之多，令人眼花撩亂，直

如港人所稱羨的「好比豬籠入水」，豈

只盤根錯節，要借用路人甲的手指才數

得清；有位立委旗下就擁有19位助理，

陣仗之大，較之當年意氣風發的陳水

扁，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績效如何，則

徒見「威」、「福」而已。

筆者兩度到立院大安會館訪友，見

會館還有完備的健身房設施，慨嘆民脂

民膏，為他們設想得何其週延？會館服

務台的中年女性服務員，還好像狗仗人

勢的門神，用高吭語調詢問來意，好比

沾上「委員」的邊，都具衙門氣習，反

而不如門警客氣。事隔兩年，個人印象

仍然深刻。

每間立委國會辦公室，只有兩線傳

真線路，半年前才替全體委員添購一台

多功能事務機和印表機，作為辦公新設

備，最近又為他們添購新機，以致機器

多到不知該放到那裡。此一錦上添花不

知撙節之舉，估計耗資超過二千萬。立

委平常刮別人鬍子，刪別人預算，砍別

人福利，美其名為看緊民眾荷包，毫不

手軟，郤不知反求諸己！上個會期一事

無成，還要加開臨時會，才能通過美牛

案和證所稅案。光是上半年就花掉21億

8,000萬元，眾目共睹的，只是上演一幕

幕荒謬劇，簡直令人痛心疾首！

這些不具法源的立委補助費，起

源自李登輝時代、歷經民進黨執政的加

持、直至政黨再度輪替，馬政府卻絲毫

未察，讓其陋習因循，直見馬團隊能力

之差。當今馬政府應順應民意，立即勇

於大刀闊斧， 興利除弊，保國強本，以

振奮民心。（作者為本會理事）

美國安良工商會來訪

美國安良工商會回國訪問團一行39
人在總理胡英僚、陳順盛率領下，9月
19日來會拜訪，理事長陳三井偕同監事

長黃可真，常務理事沈大川、黃海龍、

黃  河、鄭安國等人熱烈歡迎。

陳三井表示，華僑協會總會向來與

安良工商總會情誼深厚，希望未來多交

流，一起服務華僑；胡英僚表示，受到

僑協如此隆重接待，有回家的溫馨親切

之感。（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