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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本報訊】據中通社10日報道
：選戰逼近，馬吳高雄市競選總部
10日上午召開記者會，發表 「團結
、催票、防奧」保馬三絕招文宣，
提醒民眾務必切記，要保馬吳致勝
第一招就要集中力量保馬，慎防藍
營支持者為了個人情感而分散力量
；第二招是要催出每一票，第三招
是全面防奧步。

防範突發事件影響選情
馬吳高雄市競選總部還請來為

2006年國民黨市長候選人黃俊英打
「走路工」選舉官司的何旭苓律師

到場，提醒藍營支持者，綠營選前
可能會耍奧步影響結果，事後即使
在法庭上贏了官司也挽不回失去的
選票，呼籲藍營支持者要堅定投票
，切記不能被綠營影響。

馬吳高雄競選總部總幹事熊光
華指出，近來民間耳語不少，有人
說綠營已有些小奧步出現，包括在
菜市場耳語抹黑國民黨買票、也傳
出綠營準備在選前之夜派人混上藍
營動員車輛、甚或派人在便當夾發
500 元（新台幣）現金，複製 2006
年高雄市長選舉的 「走路工事件」
等，總部呼籲民眾不要被任何事件
動搖支持馬吳的信心。

熊光華還以引歷史為鑒指出，
1998年高雄市長選舉、2004年大選
、2006年高雄市長選舉，先後蹦出

了緋聞錄音帶、兩顆子彈、
走路工事件，導致吳敦義、
連戰、黃俊英選情瞬間逆轉
，含恨落敗，這三大 「奧步」
事件中，高雄就上演了兩次，
但事後的懊悔卻都無濟於事。

籲藍軍勿動搖投票信心
熊光華呼籲支持者，選前

無論發生任何事，都務必堅定
票投馬英九，別讓馬英九 「因
分裂而落敗、因少一票而抱憾
，因奧步而慘遭逆轉」。

另外，國民黨 「立院」黨
團10日上午亦召開記者會，針對前
「行政院長」謝長廷10日在平面媒

體刊登廣告，呼籲要 「給台灣一個
乾淨的未來：停止選舉奧步」。對
此，國民黨 「立院」黨團痛批，
「奧步祖師爺」謝長廷現在出手，

並不是在防奧步而是在教奧步。
國民黨立委洪秀柱痛批，曾經

在選舉中一手操作 「緋聞錄音帶」
及「走路工抓到了」各種選舉奧步的
祖師爺謝長廷，現在出手登廣告，難
道是在預告奧步祖師爺要出招了。

洪秀柱更呼籲選民，過去民進
黨曾經使出過悲情、抹紅、抹黑、
抹黃及栽贓牌，大搞 「319 槍擊
案」及 「非常光碟」等奧步，選
民應該要提防民進黨再打出下一
張奧步牌。

台灣大選已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國民
黨 「正、副總統候選人」 馬英九、吳敦義
高雄市競選總部10日發表 「團結、催票、防
奧」 保馬三絕招文宣，呼籲支持者嚴防綠營
奧步（台語：選舉黑招、毒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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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 周 最 後 一 場
「總統候選人」電視政

見會上，民進黨候選人
蔡英文拋出了 「籌組聯
合政府」的構想，聲稱
如果當選後不會 「贏者
全拿」，將選拔不同政

黨及社會各界優秀人才 「入閣」。其實
， 「聯合政府」在台灣並非新議題，只
是適逢大選投票前的敏感日子，才吸引
了各界的注意力。然而，輿論對此種政
府架構是噓聲多於掌聲。

所謂 「聯合政府」，顧名思義就是
一個政黨勝選上台後，不會用人唯黨，
而是用人唯賢。 「聯合」的背後代表着
融洽的政黨關係及和諧的社會關係。不
過，這樣美好的政治藍圖不可能一蹴而
就，而需要長期培養的理性政治文化和
成熟民主進程。但目前的台灣社會還沒
有能讓 「聯合政府」開花結果的土壤和
養分。

這十多年來，島內政治資源一直被
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大政治勢力壟斷。而
兩黨的政治理念又是南轅北轍，尤其在
兩岸政策上，國民黨承認 「九二共識」
，推動兩岸和平，民進黨至今仍死守
「台獨」黨綱。正是 「話不投機半句多

」，藍綠陣營的關係長期處於劍拔弩張
的狀態，一言不合即大打出手。美國
《外交政策》雜誌去年評點全球最無能
議會，台灣榜上有名，理由是台灣 「立
法院」常陷入藍綠惡鬥，且政黨之間很
難找到合作事例。該雜誌所言非虛。每
當 「立法院」有重大法案需要表決時，
國民黨和民進黨立委多要打上一架，輕
則惡語相向，鞋子便當滿天飛；重則拳
打腳踢，流血掛彩送醫院。難以想像，

立場迥然不同的兩個政黨能在一夜間盡釋前嫌、
攜手合作、共建政府。

陳水扁二○○○年上台之初，曾邀請國民黨
軍系大老唐飛擔任 「行政院長」，以兌現選舉時
提出的 「全民政府」的政治支票，但卻在一百三
十七天後以唐飛請辭的結局而宣告失敗。唐飛事
後分析道： 「畢竟意識形態有距離，且沒有淵源
。」除了藍綠理念不合外，綠營內的權力鬥爭也
注定了所謂的 「全民政府」、 「聯合政府」不過
是美麗的謊言。 「行政院長」一職可謂 「一人之
下，萬人之上」，在選戰中拚死拚活的綠營人士
絕對不會眼睜睜地看着 「肥水流入別人田」。當
唐飛黯然離去後，有綠營大老不諱言： 「終於搬
開了大石頭」。

蔡英文擔任民進黨主席近四年來，一直拒絕
與馬英九會談，卻突然宣布當選後要致力消除政
黨隔閡。這種 「昨非今是」的混亂邏輯讓人費解
。其實，一言以蔽之， 「聯合政府」之說不過是
民進黨的選舉語言。一方面拉攏不明就裡的中間
選民和挺橘民眾，其一句 「『行政院長』不一定
是民進黨人」更引發無限想像，因為李登輝就
曾公開說過宋楚瑜具有 「行政院長」的才能
。另一方面，無非是想轉移焦點。這些天
島內工商界重量級人士紛紛高調支持
「九二共識」，戳到了蔡英文的死穴

，讓民進黨不得不製造議題。

瀾瀾觀觀
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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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聯合報10日報道，馬英九夫人 「酷酷嫂」 周美青日
前到新竹拜票，先到橫山鄉 「台灣水色靚布工作坊」 ，為用心製作純
手工布包的社區婆婆媽媽打氣，晚上再到新竹城隍廟周遭掃街，短短
500多公尺的路程，因沿途攤商和熱情民眾搶着握手、簽名，花了1個

多小時才走完，有粉絲甚至拿出新買的iPhone 4S手機要周美青簽名，
「酷酷嫂」 魅力新竹無法擋。

之後，周美青轉到竹北市天后宮參拜，見到坐輪椅支持者
搖旗吶喊，她90度鞠躬答謝。隨後轉赴光明商圈十一街麵食館用

晚餐，被大批熱情支持者包圍、搶簽名，一群年輕女學生握到她的手
，興奮尖叫，當面保證一定會投給馬英九，周則以大擁抱回謝。
晚上，周美青到新竹都城隍廟上香，原本打算在城隍廟夜市用餐

，但擔心民眾太熱情，取消用餐計劃，讓不少原本打算向周美青介
紹新竹美食的攤商好失望，但看到本尊現身，許多人仍顧不得手裡

還在煮客人的餐點，忘情大喊 「周美青加油！」 急着擦乾手要搶握手。
不少恰巧來城隍廟觀光的年輕人很感動，直說 「 『第一夫人』 好

平民，本來想投給蔡英文，現在決定投給馬英九了！」 還有攤商拿
到簽名興奮直尖叫，開心地說 「要天天穿周美青簽名的圍裙！」

【本報訊】據中通社10日消息：在媒體的熱切追
問下，被視為泛綠陣營長老的李登輝同日透過幕僚公
開承諾將會挺蔡，11日先在各大主流報紙刊登親筆文
章力挺蔡英文，但會否親身參加選前造勢大會？李登
輝辦公室主任王燕軍稱，目前仍不能決定， 「阿輝伯
」的身體欠佳，暫未能確定是否適合出席公開活動。

其實，被視為李登輝弟子之一的台聯黨主席黃昆
輝早在 8 日就證實，如果健康許可，李登輝將出面輔
選蔡英文，但將以什麼方式、場合出面輔選，仍有待
「阿輝伯」自行決定。

有助鞏固泛綠票源
連日來，90歲的李登輝如何 「出招」挺蔡，成為

台灣媒體的選舉焦點之一。有指李登輝會利用目前帶

病的時機，在選舉最後階段大打 「悲情牌」，甚至連
「劇本」都已傳多種版本： 「他會不會坐輪椅？會不

會流淚？會不會面容憔悴、不把鬍渣刮乾淨？」島內
媒體認為，若是李登輝肯當眾上演 「驚天一跪」的戲
碼，為小英向選民跪票，又或者當眾向蔡英文面授
「遺命」，以 「阿輝伯」在泛綠支持者心目中的 「台

灣民主導師」的身份，肯定蔡英文 「接班人」的地位，
足可充當將蔡英文踢進 「總統府」的 「黃金一腳」。

民進黨立委候選人郭正亮分析，若民進黨在選舉
最後一刻訴諸台灣意識，並以李登輝出面主演 「反馬
保台」的最後悲情劇本，帶病的 「阿輝伯」一旦當眾
下跪、當眾昏倒、當眾流淚交棒（給蔡英文）、當眾
交代遺言等等。由於李在高齡選民心中仍具有崇高地
位，戲劇化的悲情演出，很可能激出翻動選局的關鍵

選票。因此認為，若 「阿輝伯」在選前之夜（13日）
最終登台並做出 「亡命演出」，將為藍營帶來巨大挑
戰。但另有看法認為，台聯黨將不會輕易讓帶病的李
登輝涉險。誠然，若台聯黨透過支持蔡英文獲得政權
，必將可在民進黨治下享受 「政治分紅」，但若身體
抱病的 「阿輝伯」因此提前走完其人生，將使目前台
聯黨內一班核心幹部失去政治依靠。

【本報訊】據中通社10日報道：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近
日因一連串挺馬大動作，而遭挺綠媒體質疑其受到藍軍或

大陸的政治壓力，甚至直稱郭台銘是 「大陸國台辦（國務院
台灣辦公室）叫來的」。對此，郭台銘9日晚間在台北與大學生對話
時否認此事，直言從不投票的自己今年高姿態支持馬英九是因為認

同馬英九可為台灣及兩岸的未來帶來穩定，並笑稱， 「若大家都選擇不穩
定，那我也有Plan B（第二套計劃）。」

「我要的是穩定！」被在場台灣大學學生問及為何高調挺馬時，郭台銘以此表明
立場，否認今日的挺馬受到外來指示， 「只有我媽媽及最小女兒可以叫我做什麼事。」
郭台銘又在對話中被問及，包機載鴻海在大陸的台籍員工回台投票的舉動是否 「官商勾

結」或 「政治交易」，郭台銘對此不以為忤，強調他所賺的每一分錢都禁得起檢驗，而且鴻海從來不
與政府做生意。他解釋，安排包機接送員工返台只能算是員工福利，協助在大陸員工提早返台休息，及在總部
安排新一年的工作計劃，至於投票，視乎個別員工返台後是否想盡選民責任的個人選擇。

郭台銘又以鴻海為例，指出兩岸和平的重要性。他說，鴻海在全球擁有120多萬名員工，其中大陸就佔了
100萬人，台灣只有1萬多名工程師， 「但如果沒有大陸那100萬工人，台灣這1萬員工也會沒有工作了，因為
沒有工廠可以生產產品」。

扁家批陳菊冷對陳致中
【本報訊】據中通社10日消息：陳水扁的岳

母吳王霞10日在台南舉行告別式，現場雖沒有阿
扁 6 日奔喪時的 「真情演出」，但扁妻吳淑珍與
扁子陳致中10日聯手出招，將矛頭指向負責民進
黨高雄市選務的陳菊。阿珍含淚向媒體控訴：
「陳水扁之前提拔了那麼多人都白費了」大嘆人

情冷暖。而正忙於高雄市立委選舉的陳致中則在9
日及 10 日先後在臉書（Facebook）發文，大談高
雄市長陳菊與扁家千絲萬縷的關係。

高雄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劉孟奇分析
，由於陳致中在立委選舉中未有勝選優勢，因此
他必須訴諸哀兵姿態，凸顯自己被綠營打壓，有
點批陳菊忘恩負義的感覺。輔英科大共同教育中
心教授蘇嘉宏認為，陳致中是要提醒包括陳菊、
郭玟成等受扁之恩的人，不要過河拆橋太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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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驚天一跪 或流淚交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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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青牌奏效 選民棄綠挺藍

郭台銘否認受壓挺馬

▲外界關注病後休養中的李登輝將以何種方式
挺蔡。圖為李登輝去年底手術後出院 資料圖片

▲陳水扁岳母吳王霞告別式 10 日舉行，扁
子陳致中代表家屬向到場親友致謝詞中央社

▲周美青（右）▲周美青（右）1010 日到宜蘭羅東日到宜蘭羅東
民生市場拜票，民生市場拜票，9090 度彎腰向攤販度彎腰向攤販
握手致意，希望基層選民支持馬握手致意，希望基層選民支持馬
英九英九 中央社中央社

▶▶國民黨高雄市競選國民黨高雄市競選
總部總部1010日發表日發表 「「保馬保馬
三絕招三絕招」」 文宣，包括文宣，包括
團結、催票、防奧團結、催票、防奧

中央社中央社

李登輝料亡命演出挺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