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在亞太地區四處開闢新戰線，其目的是借中美
在亞洲博弈中，獲取外交優勢的良機，以便回歸亞洲、
制衡中國。

中日關係即將步入 「不惑之年」，鑒於日本目前的
政治形勢，中國需要準確、全面、客觀地把握中日外交
在未來的走向，並對中日外交格局進行準確定位。日本
經濟產業省 1 月 5 日宣布，經產相枝野幸男將在 1 月 9
日起對印度、泰國、緬甸三國展開為期一周的訪問。除
同各國政府高官會面外，預計枝野將在緬甸最大城市仰
光與緬甸民主聯盟領導人昂山素姬舉行會談。

去年12月25日，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訪問緬甸，
提議與緬甸開展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這是九年來日本外
相首次訪問緬甸。玄葉光一郎訪問緬甸後順道訪問了泰
國及柬埔寨，並表示日本政府將積極援助泰國、柬埔寨
。似乎也有意制衡在該地區不斷加強影響力的中國。

訪印泰緬 開新戰線
在野田佳彥眼中，要發展戰略關係的並不只有中國

，野田在12月27至28日的印度之行也至關重要。雙方
表示要加強外交、安全和經濟等各領域的戰略與全球夥
伴關係。日本宣布向印度提供 45 億美元援助，用於印
度基礎設施建設。兩國還決定將貨幣互換協議額度提升
到150億美元，並將在2012年首次啟動部長級經濟對話
，討論高速鐵路合作等問題。事實上，每當中日關係出
現緊張，日本和印度的戰略夥伴關係卻會得到加強。推
動日印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兩國
對中國急速崛起的憂慮。

1月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五角大樓發表講話，
公布美國全新安全戰略，以縮減地面部隊人數和轉移戰
略重心為重點。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
確保其 「軍事超強」地位，美國將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
在，將戰略重心轉移至亞洲太平洋地區。 「911」之後
盯住中東不放的美國在奧巴馬當局上台之後，開始認真
處理亞洲事務。美國一方面歡迎中國影響力的擴大以及
來自中國的經濟長處，同時對東亞地域的安全局勢日益
感到擔心。

奧巴馬當局的對華政策基於三個原則：擴大中美合
作；加強與亞洲盟國及友好國度的關係，敦促中國 「寧靜崛起」；要
求中國遵守 「國際法規」。事實上，美國當局近年來已將其戰略目標
轉向亞洲，而中美在亞洲博弈，無疑為日本迎來了與兩國增長關係、
獲取外交優勢的良機。中美在東亞海疆曾經形成了 「軍事均衡」，居
於其間的日本應該會獲得雙方的重視。日本的外交選擇餘地明顯正在
擴大。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當局無疑不會錯過這一 「良機」。

戰略重心 重回亞洲
近年來，日本圍繞外交戰略再次展開了新的討論：是回歸亞洲，

還是繼續 「美國軌道」？選擇後者，日本可以省很多心，但其國際成
長空間有限；選擇前者，將面臨着如何平衡與中國和與美國關係的敏
感問題。如果說在美國擁有絕對優勢的過去，繼續選擇美國無需猶豫
。但隨着東亞地區地緣政治經濟形勢的深刻變化，選擇回歸亞洲是大
勢所趨。

事實上，日本回歸亞洲而弱化日美同盟的做法不會一帆風順。保
持與美國對等關係首先就涉及到了日美地位協定問題，比如在美軍沖
繩基地問題，這都有政府間的協議做保證，不是說改就能改的，如果
強行改的話，日美關係就會變得艱難。同時，日本是亞洲唯一發達國
家，其民眾習慣於與美歐平起平坐而俯視亞洲，因此在心理上要回歸
亞洲，非短期可以適應。日本未曾做過取信於亞洲國家的努力，對朝
鮮虛言恫嚇、對中國戒心仍重、漠視韓國的心態沒有改變。從日本對
朝鮮的立場來看，日本的亞洲觀仍然是扭曲的。一方面想做亞洲的領
導者，另一方面又從骨子裡蔑視亞洲國家。在歐美遭遇經濟危機，中
印逆勢崛起的大背景下，日本回歸亞洲的誠意何在？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一方面向緬甸、泰國、印度提供經濟援助，
另一方面又舉債無度。去年12月24日日本政府舉行內閣會議，確定
了2012財年預算草案。日本政府2012財年的預算總額為90.334萬億
日圓（約1.16萬億美元），其中49%的預算資金要靠發債籌集。

中日關係即將步入 「不惑之年」，鑒於日本目前的政治形勢，中
國需要準確、全面、客觀地把握中日外交在未來的走向，並對中日外
交格局進行準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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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人 「種票」 的情況並不普遍，不能認為 「種票」 已經成為香港的 「選舉文化」 。然
而，香港選民自己 「誤種」 的情況卻不容忽視。香港特區政府應當能夠解決目前香港的籠屋
和劏房問題，解決了這些問題，香港的大部分 「種票」 問題可以基本解決。

蔡英文手握四大秘密武器
□魯 力

反對派之所謂 「全民初選」特首參選人活動終
於在日前結束。 「初選」中有33932人 「投了票」，
剔除了993張無效的票後，何俊仁得票22148票，比
率 67.2%，馮檢基得 10791 票，比率 32.8%。另外，
在日前的民意調查，共訪問了 1008 人，有 217 人支
持何，180 人支持馮，何俊仁得到 54.6%支持，馮檢
基則獲45.4%。兩者合計，何俊仁以60.9分對39.1分
擊敗馮檢基。有反對派籌委會會員表示，對於 「投
票」人數超越目標表示滿意；亦有學者認為，今次
有3萬多人投票，反映社會有強烈訴求特首選舉應開
放給反對派和市民參與。

既不合法亦不合理
對於以上見解，筆者並不同意，反對派將原有

「投票」目標定在兩萬，是因為他們作賊心虛，明
知這樣子的所謂 「全民初選」根本得不到市民支持
，所以 「打定輸數」，將目標定在一個較低水平，
惟今次雖然有33932人 「投了票」，卻並不代表他們
成功，亦不能反映社會有強烈訴求特首選舉應開放
給反對派和市民參與。我們須知，今次反對派之所
謂 「全民初選」，要求的門檻極低，毋須事先登記
，只要是年滿18歲之香港永久性居民便可以 「投票
」了。究竟年滿18歲之香港永久性居民有幾多，雖
然我們未有具體數字，但我們亦可以從上年政府
「6000計劃」可推算得到，政府在此方面花費了300

多億，若將之除以6000，即代表年滿18歲之香港永
久性居民有接近600萬人，亦即是說，今次 「投票」
的33932人只佔合資格 「投票」的人數的0.5%，若相
對於2010 年反對派發動之所謂 「五區公投」活動，
300多萬選民中有50萬人投票投票率17%已經是歷年
最低來說，反對派今次 0.5% 「投票率」又算什麼樣
的成功，市民所反映的訴求又 「強烈」到哪個程度
呢？

反對派今次發動之所謂 「全民初選」，既不合
法，亦不合理，事前從沒有向當局申請便事先張揚
會在全香港的港鐵出口擺設 「投票站」。他們打着

民主的幌子做着違法的事，視 「民主」為一個 「免死金牌」，只要
是有關 「民主」的，便可以 「大條道理」，可以打橫行充當 「街霸
」。反對派參選人之一的何俊仁口口聲聲說打倒 「地產霸權」，如
今卻 「阻頭阻勢」充當着 「街霸」，既諷刺亦自打嘴巴。在 「選舉
」期間，反對派遭受社民連和 「人民力量」滋擾，更有人報警。對
此，筆者感到好笑，究竟他們的報警理由是什麼呢？是有人以非法
的行為滋擾他們進行非法活動，還是報警舉報自己無理霸佔街道
呢？

不倫不類認受性低
相對於政府所舉辦的投票站，反對派今次所霸佔的 「投票站」

位置明顯是佔有極大優勢，惟 「死霸爛霸」之後才得到0.5% 「投票
率」，而在港大民調之中，兩人的得票率總和亦低於四成，其餘市
民寧可 「兩人都不支持」及 「棄權」，正正反映出支持率相加也不
及一成的兩名參選人不得民心。有人先將社民連和 「人民力量」剔
除於外，不理黨內與黨外反對 「初選」的聲音，舉行這個不倫不類
的所謂 「泛民全民初選」，其實是真正的 「泛小圈子」選舉，他們
的真正目的，是想攫取個人的政治本錢，他們想透過活動令香港人
幫他們抬轎。他們高估了自己的個人影響力，高估了電腦伺服器的
負荷能力，卻低估了黑客入侵的破壞能力。

據反對派透露， 「投票日」當日，其 「投票」網站便曾經被境
外黑客狙擊，在 「投票」高峰其間，電腦伺服器負荷不了，平均
「投票」要長達20分鐘，究竟是伺服器負荷不了還是黑客正在入侵

、有沒有市民的個人資料被盜取，至今是一個未知之數。
畢竟，在光天化日交出個人資料給一個陌生人，本身已經是一

件非常之 「玩火」行為，至少，連再次出來指手劃腳的陳老太亦不
相信，她一方面說 「特首的 『小圈子選舉』確不理想，但 『有些參
與總好過袖手旁觀』。」，但另一方面卻 「身體力不行」，以這樣
的選舉對私隱毫無保障和對互聯網保安有保留為由而最終沒有 「投
票」，恨恨地摑了反對派一巴。陳太說一套，做一套，將其個人私
隱的重要性遠遠凌駕於其一向鼓吹的 「民主進程」，她拒絕 「投票
」，亦等於自摑一巴。

香港不存在種票文化
□宋小莊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tkporg@takungpao.com 傳真：28345135大公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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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載油尖旺區議會下設的京士柏選區，僅差
2票當選的敗選人林健文以當選對手梁偉權以及
京士柏選區選舉主任郭黃穎琦為被告（答辯人）
，提出選舉呈請。

所謂選舉呈請，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49
條的規定，是指對選舉結果的質疑。只要有候選
人不符合參選資格、選舉中曾有舞弊或非法行為
、投票或點票出現關鍵性的欠妥之處以及其他成
文法規定的可以質疑的理由，任何選區的候選人
或 10 名以上的選民都可以提出選舉呈請。提出
選舉呈請的訴訟時效是兩個月。民協林健文日前
提出選舉呈請應當是完全符合有關法律條文的規
定的。

廉署已調查起訴多人
在林健文提出選舉呈請前，廉署已經起訴了

該選區內涉嫌 「種票」的一宗六人案，在提出選
舉呈請後，廉署又對另一宗 「種票」案進行調查
。據報道，前案可能涉及該選區的當選人梁偉權
，後案可能涉及該選區的另一個敗選人黃標。

事情真象如何，當然有待廉署調查乃至法庭
裁決後才能作準。但香港媒體有人已推斷特區有
「種票文化」。到底情況如何？為何種票？筆者

翻閱了2007 年和2011 年區選京士柏的投票結果
，發現其實並不完全是這樣一回事。

2007 年京士柏區議會選區有梁偉權、王樹
球、謝作男三人參選，分別得票 974 張、787 張
和177張，梁偉權當選。2011年京士柏選區有黃

標、林健文、李國強、梁偉權、王樹球五人參選
，分別得票118張、1043張、165張、1045張、
178張。梁偉權因而比林健文多2張票而當選。

2011 年京士柏選區投票選民共 2549 人，林
健文只差2張票，不到千分之一，可謂極微。林
健文覺得不服氣，情有可原。但如說這是梁偉權
「種票」的結果，似乎不合邏輯。因為種票必須

在選民登記結束前 「種」，而在選民登記結束前
要估計需要種多少票，只能根據上一屆的選舉結
果估計。梁偉權是勝選者，他拋離對手187張選
票。在選民登記結束前，他也不能準確知道林健
文是強勁的對手，似乎未必有種票的盤算。

至於本屆的黃標，上屆沒有參選，本屆得票
只有118張，只有當選者的約11%，差距很大，
也不可能種票。只有選票差距極小的情況下，參
選人才有種票的動機，並在下一屆實施。以本屆
京士柏選區的情況而言，如果沒有選區的調整，
最有可能在下屆（2015 年）區選種票的似乎應
當是本屆競爭激烈的兩名對手，不可能是在本屆
只得一百多張票的其他參選人。香港市民一般不
了解選舉過程，以為本屆差距小就有 「種票」的
懷疑，這恐怕是誤解。

視為 「選舉文化」 太武斷
在 2011 年的區選中，相差只有數十張票當

選的情況不少。筆者粗略計算，就有西環、寶翠
、康山、樂康、利東一、海怡西、美孚南、嘉道
理、慈雲西、荃灣中心、富亨、徑口等 12 個選
區。建制派和反對派大概各佔半數。如果敗選人
都不服氣，就會引發十數宗官司，但目前也只有
兩三宗官司。這並非說參選人不會 「種票」，而
是說 「種票」的限制條件很多，也未必成功，不

如加強地區工作為好
。因此，參選人 「種
票」的情況並不普遍
，不能認為 「種票」
已經成為香港的 「選
舉文化」。然而，香
港選民自己 「誤種」
的情況卻不容忽視。
例如：（一）某永久
性居民已登記為選民

，但因搬家未及變更登記，如他在原住址所屬選
區投票，也是舞弊行為。據選舉事務委員會的統
計，每次選舉無法投遞被退回的選舉郵件達6萬
件，還沒有包括已遷出但未被退回的郵件。

（二）香港有不少籠屋和劏房人口，一個住
宅單位可能住了數十人，但樓下的郵箱只有一個
，無法收信，有必要將收信地址放在親友住址處
，在選民登記時也慣性如此。如他們選民登記住
址所在選區與籠屋或劏房所屬選區不同，一旦他
們投票，也觸犯了《選舉（舞弊和非法）條例》
。據媒體報道，香港劏房人口8萬，尚未計算籠
屋。即使並非人人都是永久性居民，恐怕也有十
來萬。

籠屋和劏房造就 「誤種」
如將兩種情況相加，香港的 「種票」人口不

下 15 萬，佔經常投票的百多萬區選選民很大的
比重。上述兩類選民，香港一般市民都不認為是
犯罪行為。近期的搬遷者對舊選區較熟悉，對新
選區反而不熟悉，卻不能在舊選區投票。至於籠
屋、劏房的選民生活在社會的低層，沒有起碼的
做人尊嚴，政府不去解決他們的困難，還要興問
罪之師，為情理所不容。

然而，香港《選舉（舞弊和非法行為）條例》
第 16 條卻不作出必要的區別，混淆了參選人有
意 「種票」和一般選民 「誤種」的區別，不分青
紅皂白視為舞弊。該條例第6條規定，如循簡易
程序審訊定罪，可罰款二十萬及監禁三年。如循
公訴程序審訊定罪，可罰款五十萬及監禁七年。
香港廉署和警方還要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處理，
似乎輕重不分。

筆者認為，香港特區有十數萬 「誤種票者」
可能不假，但這是本地有關條例的規定有缺陷，
政府又長期沒有適當解決籠屋和劏房問題的緣故
，不是因為香港有 「種票文化」。所謂 「種票」
， 「古」已有之，香港的露宿者、沒有住宅門牌
的木屋和鐵皮屋的人口，也都是 「種票者」。如
果回歸前的港英當局可以解決香港的露宿、木屋
和鐵皮屋的問題，香港特區政府也應當能夠解決
目前香港的籠屋和劏房問題。解決了這些問題，
香港的大部分 「種票」問題可以基本解決。

作者為法學博士

台灣的 「總統」選戰進入
高度緊繃的最後階段，綠營評
估勝負將在二十六萬至三十萬
票之間。但究竟誰輸、誰贏二
十六萬至三十萬票？有民進黨
「第一軍師」之稱的邱義仁，

近日分析戰情時謹慎地說，
「我也判斷不出來」，可見選情之緊繃。在這最

後時刻，蔡英文手上至少還有李登輝下跪、宋楚
瑜挺蔡、抓到首投族選票以及國民黨犯錯等四張
王牌可用。在選戰的最後階段，只要有可能弄到
選票，不管是死馬還是活馬，都是蔡英文的 「秘
密武器」。

李登輝催發 「悲情」
目前，在選戰中明顯有利於蔡英文的有兩個

因素，一個是李登輝對蔡英文的支持；另一個是
宋楚瑜的執意參選。由於這兩人都曾是在國民黨
的領導層擔任過要職，多多少少會對國民黨的選
票有所影響。而現在最擔心的是，以李登輝在臨
入手術室接受大腸癌切除手術時，仍要說 「我若
死了，就換你們打拚」的態度，不排除他會為了
實現 「台獨」，不惜仿效當年盧修一的做法，不
顧自己年將九十及手術後的虛弱身體，於投票前
一日跑出來，在蔡英文的造勢場子來個 「驚天一
跪」，催發悲情，激起泛綠支持者的投票意欲，
臨門一腳地將蔡英文踢進 「總統府」。

其次，隨着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執意參選，
二○一二年台灣的 「大選」，再次出現了二○○
○年 「總統大選」時三組候選人競爭的局面。宋
楚瑜的參選不僅使得台灣政局變得更加的複雜，
更為此次國民黨與民進黨的 「總統」之爭增加了
變數，而且對於未來四年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產

生重大影響。在綠營方面，民進黨在台灣長期保
持四成相當穩定的基本盤。二○○八年 「大選」
縱使有扁案拖累，謝長廷都還拿得到百分之四十
一點五的得票率。這次選舉外界預估蔡英文至少
可從四十五個百分點起跳，才會研判宋楚瑜得票
是否突破百分之五，將是馬英九的 「生死門」。
如果宋楚瑜得票超過五個百分點，蔡超過四成五
，馬英九當然就岌岌可危。

宋楚瑜 「核彈」 快爆
在處理與宋楚瑜與親民黨的關係上，是馬英

九在這次選舉中的最大失誤。馬團隊本來就不是
大意，而是根本沒有處理好與宋楚瑜的關係的想
法。至少在選舉準備階段，完全忽視了藍營大佬
及傳統力量的重要性，自信滿滿，對問題的嚴重
性估計不足。在投票之前，我們還是要特別指出
這一次選舉的特殊之處。無可諱言，由於親民黨
與宋楚瑜的參選，拉近了馬英九與蔡英文的得票
率，也使得這一次選舉形成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
。於是，宋楚瑜這一顆 「選舉核彈」，就這樣一
步一步地在馬英九團隊的逼迫下製造出來了，現
在快要爆炸了。這顆核彈的爆炸威力究竟如何，
誰都不敢下結論。

再次，對年輕首投族的選戰策略，將會影響
選局的結果。台灣《聯合報》最新 「總統」選情
調查發現，馬、蔡在二十至二十九歲選民中的聲
勢相當，支持率同為三成九，一成屬意宋林配。
這個年輕人的民意趨勢，是馬蔡團隊必須注意極
力爭取的少數卻關鍵的 「致命稻草」。誰能在一
百到一百二十萬中的首投族中取得青睞，對勝選
與否，將會產生關鍵的影響力。藍軍現今最大的
「含淚投票族」，絕大多數都是對生活現狀不滿

的民眾，覺得入不敷出、房子太貴買不起、收入
太少養不起小孩等等。民進黨觀察到這個現象，
這次選舉主攻貧富懸殊和階級不公平，蔡英文推
出很多動人文宣，以及針對年輕人、婦女、弱勢
族群政見。不過，很多中間的藍軍選民 「含淚投

票族」之所以最後還是含淚投馬，就是怕政權轉
移後可能比現在更糟。馬蔡兩方都應該將之視為
兵家必爭之地，它將可能是目前推論的馬蔡輸贏
大約差距在十幾到三十萬票之間的關鍵，卻可能
是致勝的關鍵票。藍綠都必然極力爭取。

蔡英文的第四件利器，寄望於藍軍的出錯。
二○○八年 「總統」大選，馬英九陣營大贏二百
二十餘萬票。但此次戰局至目前為止，藍營操盤
人士預估勝負僅在約五十二萬票上下， 「相較於
二○○八年，我們這次真的很緊張！」面對如此
緊繃態勢，馬營第一策士金溥聰近日一再對輔選
幹部耳提面命， 「不准犯錯」。

民進黨擅長 「奧步」
其實，民進黨支持者，特別是中間的 「淺綠

族群」，這次也會面臨與藍軍支持者一樣的 「含
淚投票」抉擇。這些 「淺綠」選民，他們在意識
形態上不滿國民黨，傾向綠營，然而每個人都要
過日子、養家活口。攸關台灣未來的兩岸政策，
蔡英文迄今搖擺不定，拒絕一中各表的 「九二共
識」，端出的 「台灣共識」，其內涵就是「台獨」
。民進黨以前打 「大選」，都要想盡辦法安撫
「獨派」 「含淚投票」，這次 「獨派」對蔡英文

很放心，完全沒問題。反而是 「淺綠」會擔心
「台獨又不能當飯吃」，國際景氣這麼差，再少

掉兩岸經貿這塊肥肉，在投票之前會考慮再三。
不說別的，光是陸客如果暫停不來，南台灣民進
黨籍縣市長，就要抱着頭無顏面對市民了。

在選舉關鍵時刻出 「奧步」，是民進黨的長
項。炮製走路工的是民進黨、變造錄音帶的是民
進黨，還有千古疑案的 「三一九槍擊案」，都是
聞名台灣的選舉 「奧步」。民進黨為了奪回政權
而無所不用其極，當他們不斷變換選舉招數，善
良的人們一時可能很難辨清真偽。蔡英文的 「秘
密武器」萬變不離其宗，就是為了奪回政權，然
後沿着 「台獨」的老路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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