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利的負面消息，卻接二連三傳出，致

使他任內兩岸簽訂23個協議，穩定雙方

關係極有建樹，卻遭到台灣民眾的漠

視，這固然對馬英九不公平，對國民黨

也欠公允，但政治本來就是講權勢，國

民黨和馬英九沒有手段對付民進黨的攻

訐，那就唯有在嘆怨老天不公道聲中鞠

躬下台。

民主政治為爭奪選票，理想型從政

者雖可憑形象獲得一時的勝選，但是理

想型執政者卻往往失之於天真。政治不

是天真無邪的人能「玩」的，去年地方

選舉國民黨大敗，並不出人意外。

「馬習會」的消息來的非常突然，

在本（11）月3日深夜10時30分許才由立

法院傳出，而7日下午兩人就要見面，消

息爆出與兩人見面，時隔僅80多小時，

各方乃為之震撼。

民進黨方面顯然有些手足無措，

蔡英文當然持反對態度，但她一方面指

責馬英九破壞民主，一方面卻表示她也

願意「蔡習會」，實在邏輯不通，但民

進黨工卻如奉聖旨，在各個媒體如此批

馬，令人感到馬英九這次的確踩到民進

黨的痛腳，讓民進黨哀哀喊痛，也凸顯

了馬英九並沒有因即將卸任而跛腳，更

沒有因僅剩半年任期而懈怠，外界傳說

他不求有功只求安全下莊的謠言，也不

攻自破。

政治人物個個想當總統，但總統

這個職位實在不易為，馬英九幹了七年

半，總算學會如何當總統。他在國際媒

體見證下，把中華民國憲法箍在蔡英文

頭上，穩定的不只是台海兩岸，還穩定

了中華民國的前途。

台灣的前途．創新里程碑
巧合的是，中研院社會所最近才針

對「當下統獨意願選擇」做民調，結果

顯示46.6%受訪的台灣人選擇「獨立」，

很矛盾的，有49.7%卻預期台灣將「被統

一」。心理學上有「主觀意願」和「客

觀預期」這兩個概念，二者若相符就表

示滿足與快樂，但如相悖，就是焦慮與

憂鬱。很不幸，在台灣有極接近半數的

民眾，對於未來是焦慮與憂愁的。

值得注意的，這份民調是在11月

1日發表的，也就是國民黨換柱風波後

選情低迷不振，預料蔡英文明年必能勝

選之際做的，可見台灣民眾對於台灣前

途已有定見，不因改朝換代而變遷，無

論執政的是國民黨抑或民進黨，擔憂台

灣無法長期維持現狀的表現則一。馬英

九在此份民調出現後一周，展開「馬習

會」，時機上可謂得當，兩岸愈趨向穩

定，台灣民眾的焦慮感就會愈發降低。

企盼2015年11月7日成為一個里程

碑，兩岸能開創更好未來。（作者為大

學教授）

國民黨 焚琴煮鶴 地動山搖
星洲馬習會 騰然起風雷

▓鄧蔚林

大師封神惹塵埃
藍營換柱風波，經10月17日臨時

全國黨代表大會，以黨章巧門「硬着

陸」，拍板定案，選情面對新的挑戰，

我們循線尋脈以追龍，諒當有助於觀察

所謂大局的發展。

星雲大師一句「蔡英文是媽祖

婆」，必定當選的「慈悲」，觸動2016
大選的敏感神經，此項預言，立即引起

社會各界「挺蔡」的猜疑。大師旋於9月

16日在《聯合報》和《人間福報》，同

步以「護持台灣是初心，何處惹塵埃」

為題，發表專文澄清誤解，又於21日在

新書發表會上，公開表態挺柱，盛讚洪

秀柱是聞聲救苦的「觀世音」，說「媽

祖婆是觀世音的弟子」，將來不管誰當

選，都能護持台灣，這也為中華文化留

下最偉大的紀錄（蔡英文如當政，會認

同中華文化？）。

大師甚至引用六祖惠能「本來無

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偈示，還陳述個

人是具有71年黨齡的國民黨員，表明心

跡。蔡英文則樂得以「俗事勿擾星雲

大師」賣乖，可見入世與超脫之間，分

際拿捏，雖希聖希賢也須「時時勤拂

拭」。尤其加值語言，如脫韁野馬，易

放難收；一方歡喜領受，另一方便可

能不得自在；待以圓融補破網，定費周

章，面對「菩薩」本尊，莫如以「萬家生

佛」相期許，咸信佛陀也會默爾稱善。

五年前，蔡英文曾指中華民國是

流亡政府，今天她成為總統候選人，才

決定出席國慶大典，營造藍綠和解的假

象，博取媒體正面的好評，以利提升得

票率，當然是選戰策畧；一旦得手，大

權在握，那就是「任我施為」的另一番

景象。作為一日「國家主人」的選民，

除了徒呼負負無可奈何，可能還得忍受

四至八年悔不當初的自責，而這個借殼

上市的「領導人」，僅僅只藉「維持現

狀」的糖衣，既無「計將安出」的闡

述，以諸葛孔明草船借箭的霧障，閃

躲其詞於關鍵，作為「無印良品」的虛

飾，類此隠性的機詐；扁家貪腐紀錄重

案猶新，「麻煩製造者」國際觀感，印

記尚存，於今，這個黨乘選民對馬英九

「恨鐵不成鋼」的移情，捲土重來，設

若大家不能慎諸於始，國脈民命，前途

殊堪憂心！

國黨群雄私心自用
自從洪秀柱懷抱強烈愛國護黨之

切，振臂拋磚，成為唯一被政黨提名為

總統候選人之後，由於選情未被看好，

高層黨員個個自有盤算，首呈離心離

德，揚棄黨魂黨格與風骨。黨魁朱立

倫，空言「有黨無我」，號召無力，整

合無方，乃至抽樑換柱、挺柱倒柱相關

運作，此落彼起，如長浪掀波，使這隻

▲新加坡是兩岸領導人會面之地，在中華民
族歷史上會記上一筆。圖為魚尾獅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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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上位者；有各擁山頭、以權謀私的

「邋遢」委員。在機場拒絶配合安檢、

大耍特權「叫幹部來！」如張慶忠這樣

的品流、還有臨危跳船、雖席次過半，

仍然使命不達者，早已司空慣見，舉國

上下，翹首期盼他們當中，能有幾個破

繭而出的中流砥柱，沈穏睿智，淡泊名

利，心繫黨國展高風，即有望於薪火相

傳，就算一半麻布一段錦，猶勝飼養一

批浪費公帑的蝗蟲。台商挺柱會中，首

見「改革立法院，打倒王金平！」的吶

喊，印證沈默大眾早已厭惡這個最高民

意殿堂的狐群狗黨。

尤其諷刺者，是向持「順其自然」

瞹昧的王金平，竟被造神戴上「台灣公

道伯」的桂冠；他在「打倒」聲中，說

自己沒有那麼偉大，但朱立倫若要穏住

立委席次保衛戰，非得與他結盟、靠他

衝鋒不為功。

10月19日立委廖國楝宣稱，修改不

分區提名辦法提案已連署完成，其他中

常委都在等着連署。蘋果日報則直指，

黨章不能因人設事，王氏雖具謙卑含

蓄，不露鋒芒，事事不為天下先的人格

特質，論述卻勸他急流勇退。但政治人

物長期享受權力帶來的利益，在呼風喚

雨之後，一旦演變成門前冷落車馬稀的

現象，「放下」，往往就是一道難以跨

越的鴻溝。不過，偏綠平媒也質疑「換

人就能改運？」

媒體直接求證王金平，是否將他再

次列為不分區的第一名，他以「再說、再

說」低調回應，箇中玄機，不難看到朱王

之間一直若即若離的組合；每一個懸疑

的環節，莫不充滿跳躍的權謀。但若民

進黨勝選，會甘於擁王作萬年龍頭嗎？

王若續留立法院，豈非因人施法，

路人皆見的本土派政治分贓；藉「大局

為重」作藥中甘草，以掩耳盜鈴的治

標偏方，根本治不了集黨棍、僑棍、學

棍、政客派閥、軍頭百毒於一身的病

灶，「實習醫師」朱立倫的「觸診」，

坦言「黨內恩怨糾葛，超乎想像」，

他因參選，夫婦陷入冷戰，看來也像一

齣博取同情的苦肉計；由於「換柱」

風暴，引發綠營策動「搓圓仔湯」的質

疑，平地掀起訴訟戰，特偵組一天兩度

傳喚。類此糾纏，即是起步的荊棘。

新北市八仙樂園粉塵爆炸案，造成

14死、487人輕重傷，市府團隊雖在此案

中順利脫身；當年由朱任命的前副市長

許志堅，涉及多起都更案遭羈押，北檢

最有可能偵結時間點，正是大選如火如

荼進行的11月底。如果該案不斷延燒，

朱立倫便有不能「知人善任」的缺失，

難免牽動選情。

洪秀柱鏗鏘一席話
洪秀柱在10月17日國民黨臨全會

中，再次捍衛「一中同表」主張，並指

臨全會如廢止她的提名，程序合法性有

高度爭議，她無法認同，但身為黨員，

只有被迫接受，同時兩度高喊：「黨可

以不要我，我絶不會放棄黨！」她特別

強調，在參選以來，完成黨內所有程

序，成為創黨以來第一位經由民主機

制，所產生的總統候選人；現在國家出

了問題，即將被邊緣化，陷入內耗，但

國民黨卻在國家道路上模糊、姑息、放

棄、妥協，不再捍衛黨的價值。她全程

脫稿、昂揚頓挫、激越流暢地再次捍衛

逆風「飛雞」，力竭而墜，浮沈待助，

印證「天將降大任予斯人也，必先餓其

體膚，磨其筋骨，苦其心志。」

她出席星雲法師新書發表會，被問

及為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唯

有以千山獨行，只有承擔、一以貫之，

義無反顧作回應，而獲全場熱烈掌聲。

但這樣的掌聲無補於大勢，甚至連下鄉

動員的經費，都受黨方掣肘；主將披戰

袍，便見斷糧草、撤人脈、布民調、亂

軍心，是內無奧援，面對強敵，這仗能

打嗎?
9月 3 0日兩岸台商後援會成立，

馬、吳、朱、洪同台，但見柱柱姊慷慨

激昂，黨內高層只行禮如儀，了無「存

亡續絶、繼往開來」的氣慨！與老蔣當

年，以「退此一步，即無死所」愓勵三

軍幹部相較，比見不誠無物。

一個盛世創業垂統之雄才，即非大

火鎏金，苟能身先士卒，持破斧沈舟之

決志，定能提振士氣，逆境求生，救亡

圖存；於戰鼓雷鳴奮起，一擊而勝。田

單之於火牛陣，即允稱智與力的佳範！

蔣介石昔捨滿朝高士猛將，拔擢嚴

家淦為副總統候選人，首先坦陳嚴氏之

長，恰能補己之所短，繼即親率踵府逐

一拜會請益老國代，以精誠所至，尋求

支持。

朱先生雖晉為宦途新貴，因緣際

會，肩負黨國重寄，若論歷練才具，區區

一個精算師，設若只能較量蔡英文的機

巧、賴清德的自大、或練就一身官場太

極，遠離冒險犯難，被民粹綁架，藉「明

哲保身」而奢言「承擔」，行狀好比一隻

揚升竹樹尾的蟑螂，既怕風，又怕雨；優

柔寡斷於一鳥在手，放之怕飛，握之怕

死，這樣的「玩家」，能承擔什麼呢？

中山先生可以讓袁世凱做總統，捨

大位而去實踐篤行建國方略。朱立倫力

不足以排眾議，從法、理、情奉洪秀柱

為正朔，復無放下身段進場跨刀，輔佐

匡扶大厦之傾的器宇，一面鋪陳「有黨

無我」的大義；反採抽樑換柱、裂土毁

基、莫衷一是的粗暴工法，令人看來，

其間隠藏一己之私，凌駕黨國，寧背義

理而操術於「不得已」；把「笑罵由

人」作防彈背心。

他其實應跑一趟星馬中山先生文物

紀念館、廣州大元帥府，親瞻先賢先烈

志切「我死則國生」的英氣與行誼，檢

視自省是否配作國民革命的興繼傳人！

尤其在勸退過程中，僅着一個位階不相

稱的李四川，向洪秀柱致歉，不僅令人

齒冷，也為之氣結！

其次，朱主席應該考量，陣前換

將，先勿論乃兵家大忌；換柱反而傷及

國民黨選情，挺柱選民，不會轉投朱先

生，斯可斷言。

基於六成咸認換柱不合理，七成

認朱披掛上陣取代，不符體制，蓋無規

矩不能成方圓，藉臨全會硬着陸操作為

「合法化」，是焚琴煮鶴之舉，以眾暴

寡，選民心中自有一把尺，一位經由

63,377名黨員連署產生的總統候選人，

竟被二十幾個中常委、八百多名黨代表

舉手部隊作掉，你能使多少在傷心嶺上

的鐵桿藍心悅誠服？這樣的國民黨還能

喊團結嗎？

「大局為重」因人施法
國民黨有飽學但缺領導羣倫而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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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王的敏思；格蘭米勒只要一曲便能藉

樂韻振軍威的能力，將注定淪為配角。

星洲馬習會騰然起風雷
11月7日，馬英九和習近平，在新加

坡當局欣然以高規格提供會晤平台，促

成海峽兩岸分治66年以來，一項歴史性

的重大突破；在政治上兩位領導人同時

邁出重要的一步，馬習會不僅震撼國內

政壇，在國際間兩人這次的和平握手，

除深具象徵意義，如其所言在實質開創

「常態性」的接觸，自當有利於共存共

榮。

馬英九在11月5日的行前記者會中，

以「上橋渡河」的心境，有問必答，即

大有峰迴路轉、絕處逢生、來者可追的

愉悅。這一局棋，雖非馬下先手，但一

直不願面對「九二共識」的蔡英文來

說，卻自覺大有措手不及的決堤之危；

觀乎她急於先作負面攻擊，痛斥馬英九

她對兩岸「一中同表」政策的主張，希

望能進一步為兩岸創造和平；在五個前

提下簽署和平協定，這不是投降，更不

是賣台，而是與人民同命共生的願力。

說：「如果本黨的總統參選人不敢堅持

這點，才是違反黨章，背離民意。」

她大義凜然坦指「一個政黨可以失

去一次選舉，但不可失去它的靈魂，它

的版圖，若果失去黨魂，黨德與路線，

這個黨必將淪亡！」

綜觀其一席致詞，尤以「孤臣可

棄，絶不折節」，直是大氣磅礡，於義

正詞嚴之間，展現高度。她指出由於兩

次政黨輪替，使得國民黨沒有勇氣再說

真話，說對的話，沒有信心捍衛我們的

原則與價值。但她一路走來，雖歷盡磨

難，却看到冷漠的人心被喚回；看到支

持者槁木般的心志重新被點燃，讓羣眾

相信改變是可能的。

她隨後在國父紀念館會場外，向支

持的羣眾發表情詞懇切的談話，感性呼

籲所有人回到黨內，一起改革這個黨，

「不要哭泣、不可灰心喪氣，也不需嘆

息，所要的是再次奮起繼續努力，既

然我們有方向、有努力目標、讓我們眾

志成城，與我展翅，邁向未來，一起高

飛，請大家回來、留下，好不好？」

蔡英文逃過一次辯論之劫，是洪秀

柱的口才便給，胸有成竹而明快果決、

率真而易操勝算，蔡將難以閃躲招架。

國民黨能逆戰勝嗎？
洪秀柱是否偏離台灣的主流民意？

港媒觀點認為由於黨內高層對她不滿，

意見相左影響聲勢拉抬，但其基本盤代

表藍營不少聲音，如能透過充分辯論，

爭取到更多中間選民，不無「逆戰勝」

的機會，於今冒然「奪柱」，盡失基本

盤，已陷未選先輸局面，要在短時間挽

回頹勢須大費周章。

民進黨之所以能猖狂強固，時事觀

察者認係得力於專注政治鬥爭的綠媒，

傾全力協同作戰，認同台灣人否定中國

人之所以加劇，馬政府執政聲望之所以

被壓在谷底，均出之於此，小馬哥敗在

自廢武功，相較於人家攻城畧地，得寸

進尺。

或謂民進黨在野七年來，無時不批

判國民黨，宣揚台獨理念，擴大分裂族

羣；國民黨則藉苟且偷安，噤若寒蟬，

從不反擊而導致今日的民粹泛濫，是非

錯亂而公義不彰。

想在百日翻盤，端視朱王合體，

成敗操諸於「台灣國民黨」的寄望。朱

立倫首場下鄉，台中8位立委參選人全

員到齊，展現基層大團結；新黨主席郁

慕明，也言明「政治不能賭氣、總統投

朱」。至於能不能贏得廣大選民的認

同，則要看參選人的智慧、戰畧、戰術

與說服力而定。

蔡英文的拔椿之行，參加台北市里

長聯誼座談會，與會180位里長逾半屬國

民黨和無黨籍；龍田里里長袁俊麒還公

開砲轟國民黨，為一己之私換柱，違反

誠信原則，痛批「一個認為是自我犠牲

的人，亳不臉紅地去犠牲別人！」類此

訊息不說自明。

雖只一葉，應亦知深秋；蔡英文

大可灑脫地和對手一跳「巴黎最後的探

戈」了！

朱立倫如無丹尼凱的舞技，圓舞曲

正值選舉敏感時刻，如此倉卒讓國人知

悉，「傷害台灣民主」。她並非不知，

此等事時機尚未成熟，何可敲鑼打鼓？

如政黨輪替，其實並無害處。

如無「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作

為轉動軸承，何來一年逾400萬人次的陸

客、一周800多航班、一年2000億美元的

貿易額，外加20多項協議與共識？民進

黨當然見不得馬政府有所突破和成就，

企圖以「看守」作框架。但蔡英文的

「維持現狀」說，豈非不進則退？

香港回歸之時，鄧小平曾矢言「馬

照跑、舞照跳」，50年不變，但大勢所

趨，滾滾長江東流水，怎能不變？ 
讓我們且為小馬哥的盡其在我、為

所當為按個「讚」！朱立倫能否在此番

風雨中升温加分，則有待觀察。（作者

為本會理事）

▲2015年11月7日「馬習會」於新加坡登場。（總統府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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