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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台灣媒體 11 日
報道，連戰今天接受《聯合晚報》專
訪，首次針對宋楚瑜參選對馬英九的
選情影響表示看法，也對他 2004 年
參選 「總統」的副手搭檔喊話，連分
別從蔣經國對台灣的貢獻、過去泛藍
分裂的經驗，以及政治理念等三方面
來解析問題。

連戰表示，第一方面，首先是經
國先生對台灣發展的貢獻之大，是全
民所肯定的，他是一位真正 「愛台灣
」的領導人。他始終抱持一個信心，
就是國民黨執政必定有利台灣。我可
以確信經國先生的在天之靈，一定會
樂見國民黨贏得這次大選，以持續推
進台灣安全、發展、繁榮。

憂重演泛藍分裂綠得利
其次是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泛

藍如果分裂、互不相讓，往往造成雙
輸的結局，2000年陳水扁的當選是最
顯著的例子，結果變成貪腐集團統治
台灣，令人痛心。這次大選又讓我們
面臨同樣的憂心。

第三方面就是從理念上來說，尤
其是從台灣所有議題中最上位的兩岸
關係來說，毫無疑問，宋主席是屬於
泛國民黨陣營或稱藍營的政治人物，
我並不認為宋主席會樂見蔡英文當選
而破壞了將近四年來的兩岸和平局面
，致使台灣的安全、發展、繁榮發生
倒退。因此，到選戰的最後關頭時，
宋主席對馬英九連任或蔡英文當選，
何者有利兩岸關係、有利台灣民眾，
必定心知肚明，理性中間選民或現
在挺宋的選民，也一定會基
於大局而有正
確的考量。

籲宋能體悟分裂後果
對於宋楚瑜是否會棄選，或選民

是否會選擇棄保的問題，連戰指出，
此刻談棄選，他覺得對宋主席是不敬
，對宋的參選與否，我雖早有定見，
也一直努力希望他能體悟分裂的後果
，但是，離投票還有三天時間，他想
，宋主席是要爭取親民黨的空間，人
們可以理解。他相信拉抬親民黨的政
黨票和立委候選人，是他作為黨主席
的合理作為，他自己參與大選也應是
這個目的，這無關乎棄選。

連戰說，主流民意考量的是兩岸
要不要和平？台灣要不要廉能政治？
這不是棄誰保誰的問題，而是棄衝突
、保和平，棄貪腐、保清廉。因此，
國民黨的執政團隊應該是民眾最
佳選擇，也最有能力因應當前的
國際經濟困境，而宋主席是行
政幹才，未來可以為台灣奉獻
心力。

連戰強調，台灣不能輸掉
兩岸和平、不能輸掉經
濟發展，更重要的是台
灣不能就此趴下去。因
此，我們大家應該
團結一致，集中選
票，支持國民黨
的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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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道格挺包道格挺九二共識九二共識
美觀選團抵台惹關注美觀選團抵台惹關注

【本報訊】據中通社11日消息：美國前駐台官員、曾任美國在
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長的包道格11日晚間抵台觀選，並將逗留至15日
大局抵定之後，期間不僅將先後拜訪正在全力拚票的馬英九與蔡英
文，更將與島內智庫及一批政治人物進行閉門會面，就選後島內情
勢及東北亞局勢交換意見。

由於包道格早前曾公開表明立場，肯定 「九二共識」是兩岸恢
復對話的基礎，被視為是美方為馬英九投下信心一票。因此，包道
格此番來台觀戰，島內各界期待他能否再就兩岸關係、台美關係發
表 「驚人言論」。台島大選在即，來自國際的觀選團陸續抵台，包
括綠營籌組由美國前阿拉斯加州長穆考斯基領軍的公選會觀選團、
美前國防部副部長伍佛維茲、知名亞太安全學者陸博彬與美國傳統
基金會觀選團等，都已陸續抵達台灣。

蔡蘇巡台中 警拘持槍男
【本報訊】據中通社 11 日報道，2004 年兩顆子彈改變選

舉結果的事，不少台灣人民仍記憶猶新。民進黨 「總統」候選
人蔡英文及副手蘇嘉全的拜票車隊10日巡經台中市時，有警員
在一名可疑男子身上搜出一把具有殺傷力的手槍。雖然警方事
後證實與政治無關，但負責統籌選舉治安工作的安全局長蔡得
勝11日說，維安規格將越來越提升，他有把握將維安工作做到
滴水不漏。

雙李挺蔡 邱毅斥沆瀣一氣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11日報道，李登輝今天在媒體刊

登親筆信函，力挺民進黨 「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國民黨立委
邱毅指出，李自己就是個貪污洗錢犯，而陳水扁過去還和李以
父子相稱，貪污一脈相承，扁之後的蔡，難道不會傳承到貪污
嗎？那些過去扁身邊的邱義仁、吳乃仁等，現在不是都圍在蔡
身邊？這些貪污犯沆瀣一氣、同流合污，人民還要讓他們污染
台灣的政治環境？

對於前 「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也支持蔡英文，邱毅指出，
不管是李登輝或是李遠哲，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大家不清楚嗎
？他們都是台獨支持者，都是投機主義者，都是害台灣向下沉
淪的罪魁禍首之一，他們還有公信力嗎？除了鐵桿深綠的人外
，還會有人信他們嗎？尤其，李登輝自己就是個貪污洗錢犯，
李遠哲過去開了那麼多芭樂票，害台灣往下沉淪，現在還有臉
出來說話嗎？

台灣大選已進入倒數的關鍵時刻，究
竟鹿死誰手，若我們這些島外來客不知底
細，問問島內民眾應該有答案吧？於是，
抵達台北後在乘車去酒店的路上，記者就
迫不及待與出租車司機聊起選情來。

司機黃先生見慣了台灣的大小選舉，
對於今次大選誰勝誰負，到這一刻也不敢
說實， 「因為看好是一回事，能否當選是
另一回事」。他形容這次 「雙英」戰況的
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即使某黨或某人看
上去勝算十足，但大選變數太多，每每遇
到突發事件，隨時扭轉整個選舉結果。另
外，地下賭博相當活躍，難保有人為了贏
錢會做出什麼驚人之舉。他自稱是一位理
性選民，見慣選前的各類突發事件，無論
發生什麼事他都會理性投票。

民眾能否堅定支持心目中的候選人，
很多時受着突發性事件所影響，二○○四
年 「三一九」槍擊便是一個典型例子，兩
顆子彈讓陳水扁吸引了不少同情票而當選
。有人曾經提出，如果大選前發生一些類
似的突發事件，選舉應該馬上腰斬。不過
，這也引申出另一個問題，就是不排除有
人會故意製造突發事件而令選舉暫停，所
以建議最終不了了之。

除了突發性事件左右大局，選前 「奧
步」招數也讓人措手不及。候選人往往會
在選舉截止前的兩個小時，不斷抹黑對手
，令對手來不及在投票前向外澄清，就算
事後最終還當事人一個清白也改寫不了選
舉結果。

漫步台北的大街小巷，卻未見彩旗飄
揚，選舉氣氛不算十分熱烈。記者到過國
民黨位於台北市的競選總部參觀，可能已
經入夜，未見精品店有大批 「小馬哥」的
粉絲搶購精品。國民黨志工部主任葉傑生
接受專訪，分析最新選情時表示，選前的
「超級星期日」遊行造勢集會有多達二十

六萬人參加，相信他們能夠守住基本盤，
但中間選民的取態成為關鍵，他們包括中
小企、台商、知識分子等。

葉傑生表示，自從馬英九上場後，經
濟民生問題都得到改善，兩岸政策亦平穩
發展。馬英九四年來建立了一個清廉的政
府，收拾了陳水扁的爛攤子。反之，民進
黨蔡英文卻否定 「九二共識」，破壞和平
基礎，日後將會打擊到台灣經濟。踏入最
後衝刺階段，他表示，今次選舉絕不輕鬆
，但一步一腳印，他們會努力爭取選民認
同。 【本報台北11日電】

【本報訊】據中央社新北市11
日報道，選舉倒數，國民黨 「總統
」 候選人馬英九今天前進北部，自
宜蘭縣掃街到新北市，與民眾親密
互動，還有民眾為看馬英九，顧不
得危險站上路邊機車，場面氣氛熱
烈。

大選腳步逼近，馬英九展開馬
拉松掃街拜票行程，一大早自宜蘭
縣啟程，一路經新北市瑞芳、萬里
、金山、石門、三芝、淡水、蘆洲
與三重，參拜龍巖宮和福成宮金面
媽祖廟，祈求國泰民安、連任成功
，沿路受到民眾搖旗歡迎。

馬英九晚間到基隆市廟口夜市
徒步掃街拜票，馬英九說，他的兩

岸政策30秒就講完了，蔡主席講了
6個月，大家仍不知台灣共識是什
麼，呼籲選民讓他連任。

面對綠營喊出在台南要大贏30
萬票，台灣加油讚執行總幹事金
溥聰今天在台南說，馬英九在南
部的選情會讓 「很多人跌破眼
鏡」 。藍營黨內人士今天也表
示，對選情審慎樂觀， 「找不
出輸的理由」 。北部持
續穩定領先，中部選情
應會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南部則會讓人跌破眼
鏡。不過，未到最後
關頭，全黨仍不敢大
意。

台灣大選只剩三天，各陣營進入最後決戰，與親民
黨主席宋楚瑜有着深厚情誼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今天
公開喊話，呼籲宋楚瑜能體悟分裂的後果。他強調，島
內主流民意考量的是兩岸要不要和平？台灣要不要廉能
政治？這不是棄誰保誰的問題，而是棄衝突、保和平，
棄貪腐、保清廉。台灣不能輸掉兩岸和平、不能輸掉經
濟發展，更重要的是台灣不能就此趴下去。

馬回防北部 對選情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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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朱穗怡、宋佩瑜台北11日
電】親民黨 「總統候選人」宋楚瑜11日上
午偕同副手林瑞雄在台北召開國際媒體記
者會。宋楚瑜強調，親民黨在兩岸議題上
與民進黨有重大分歧，他不會與民進黨籌
組聯合政府。

在上周五最後一場 「總統候選人」電
視政見會上，民進黨 「總統候選人」蔡英
文表示，如果當選，將組成聯合政府，廣
納各黨派和各領域的精英人士。然而，此
構想並沒有得到競選對手國民黨和親民黨
的積極響應。宋楚瑜11日首度明確拒絕了
蔡英文的 「邀約」。他說，親民黨與民進
黨無法在兩岸主張上達成共識，因而無法
共同推動重要政策，也難以與蔡英文共同
構建政府。

宋楚瑜表示，倘若上台，將立刻推動
五項大事，包括積極推動兩岸和平、進行
財經重大改革、進行政府改造、籌組政府
交接小組和籌辦召開國是會議。尤其在推
動兩岸關係方面，宋楚瑜着墨甚多。他說

，要用務實的態度來處理兩岸關係，因為
兩岸關係將會影響到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
，更會影響到亞太地區的和平。

對於蔡英文提出建立 「台灣共識」，
宋楚瑜表示，台灣更需要兩岸共識。他重
申接受 「九二共識」的立場，強調兩岸之
間將用和平發展的模式。

當被問及宋楚瑜此次參選可能有幫蔡
英文當選之意時，宋楚瑜強調，從來沒有
選舉是希望幫別人當選而讓自己落選的。
他說， 「我自己想當選，否則不會參選。」

此外，宋楚瑜指出，國民黨過去有很
多成就，讓台灣享有自由和經濟的發展，
而民進黨則推動了台灣的民主進程。然而
，自二○○○年後，兩黨的表現已不符合
人民的期待，因此，台灣人民才要有第三
個選擇。

親民黨今天在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
公園舉行造勢晚會，宋楚瑜妻子陳萬水以
神秘嘉賓身份，首度在這次大選現身大型
造勢晚會。

宋不與綠組聯合政府

▶國民黨
競選總部外有

馬英九的宣傳紙板
本報記者宋佩瑜攝

▼馬營續打 「夫人牌」
，一名者支持見到周美
青，頓時激動得熱淚盈
眶 中央社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中左）為國民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中左）為國民
黨候選人馬英九（中右）站台，受到民黨候選人馬英九（中右）站台，受到民
眾的熱烈歡迎眾的熱烈歡迎 中央社中央社

▲馬英九（右）▲馬英九（右）1111日前往宜蘭徒步掃日前往宜蘭徒步掃
街，民眾端出上面排有街，民眾端出上面排有 「「連任連任」」 字樣字樣
的食物請馬英九品嘗的食物請馬英九品嘗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