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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黯然認輸
辭民進黨主席
國民黨 「總統候選人」 馬英九成功連任
，國民黨競選總部一片歡喜之聲。民進黨方
面則是一片愁雲慘霧，落敗的蔡英文 14 日
晚上宣布辭去民進黨主席。外界預料，這將
掀起民進黨新一輪的權力鬥爭。
【本報記者朱穗怡、宋佩瑜台北十四日電】
蔡英文於晚上九點舉行國際媒體記者會。她在會上
表示，一肩扛起敗選責任，並宣布辭去民進進步黨黨主
席一職。同時承諾，下一任民進黨黨主席一定會堅持民
進黨改革、轉型。
當被問及是否再戰 2016 年大選時，蔡英文說，熟悉
我的人都知道，一個階段結束就結束了，下階段的事不
會想太多。對於有媒體質疑她敗選是因為兩岸政策不清
楚時，蔡英文仍堅持 「台灣共識」是必要的，否則島內
在兩岸關係的立場上仍處於對立狀態。
蔡英文隨後在新北市板橋競選總部與數千名支持群
眾見面。對於在大選落敗，她向支持者表示歉意，並尊
重選民的決定，也恭喜當選的馬英九，希望他今後能傾
聽民意，不要辜負人民的期望。
蔡英文表示，挑戰執政黨原本就是艱難的任務，現
實雖不如人意，但民進黨一定要堅強。過去的挫折沒有
令民進黨倒下，現在的挫折也不會令民進黨倒下。四年
前民進黨很絕望，但四年後一步步前進，已接近山頂，
只差最後一里路。敗選雖然讓人遺憾，但民進黨並非一
無所有，立委席次有所增加，今後仍將扮演關鍵力量，
台灣不能沒有反對的聲音。
當天下午開票時，蔡英文雖然一直落後於馬英九，
但票數接近，緊盯着電視台開票進展的支持者仍期待奇
迹出現。只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當八點左右國民黨
自行宣布勝選後，民進黨支持者始知蔡英文大勢已去，
神情落寞，對於競選總部提供的食品也無心品嘗。入夜
後，新北市下起了滂沱大雨，令支持者的心情更加陰
沉。

▲十四日，蔡英文（右三）在記者會上鞠躬向支持者道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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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敗源於否認九二共識
【本報訊】台灣 「總統」大
選仍在計票，但馬英九的得票已
遠遠甩開蔡英文，勝出已成定局
。台灣《中華日報》資深記者蕭
師言對環球網記者分析說，作為
在任領導人，馬英九在大選前的
呼聲並不高，蔡英文則一直勢頭
強硬。但由於蔡英文堅決否認
「九二共識」，造成台灣大企業
家、部分淺綠人士紛紛棄她而去
，整個民調也在最後十天發生扭
轉。
據環球網報道，蕭師言介紹
說，此次 「兩英」選戰中，內政
是馬英九的弱項。如果蔡英文打
內政牌，在兩岸關係方面稍具彈
性，應該是很有勝算的。但是，
她堅決否認 「九二共識」，使選

戰的焦點從內政轉為兩岸關係，
馬蔡幾次辯論也集中在兩岸關係
上。在一次辯論上，馬英九直問
蔡英文： 「我敢說不統，你敢不
敢說不獨」，而蔡英文不敢正面
回答。
蕭師言稱，很多淺綠人士認
為，蔡英文在兩岸關係上的這種
強硬會造成台灣社會的不安。因
此很多大企業家、綠營的大佬都
站 出 來 擁 護 「九 二 共 識 」 ， 而
「美國在台協會」（AIT）也在去
年 12 月宣布正式把台灣納入美國
免簽證計劃的候選地區，這是明
確表示對馬英九的支持。在投票
前十天，上街遊行的藍營民眾達
25 萬到 30 萬人，超過綠營，這表
示， 「最後十天，人心在變」。

舊日 「天王」 料捲土重來
根據民進黨內規定，由中常委推舉代理黨主席，預
料由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暫時代理機率頗大。而在今年
五月黨主席將進行改選，目前黨內天王蘇貞昌、謝長廷
、高雄市長陳菊、台南市長賴清德、甫當選立委的許添
財等人，都是可能的主席熱門人選。
蔡英文這位非典型民進黨政治人物，歷經兩次新北
市和總統大選，都以些微票數敗選，未來民進黨下階段
的主席人選，是否回歸到天王手裡或是轉到陳菊、賴清
德市長手裡，仍有待觀察。

陳致中攪局 損綠不利己
【本報訊】台灣地區第八屆
「立法委員」選舉，高雄市第九
選區國民黨候選人林國正當選，
同選區陳水扁之子陳致中及民進
黨同選區候選人郭玟成落選。
據台灣媒體報道，陳致中 14
日晚發表落選感言說，很感謝大
家支持，一切都是為了爭取公道
，但因為自己努力不夠，不僅讓
支持者失望，也讓已故的外婆失
望。
高雄市第九選區立委選情因
陳致中半路殺出執意參選，導致
民進黨提名的郭玟成也落敗，結
果綠營擔心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
狀況果然發生，結果該選區是由

▶無黨籍高雄
市 「立法委員
」 候選人陳致
中（前）頂着
扁家光環參選
，卻因綠營分
裂落敗
中央社

國民黨籍林國正贏得 1 萬多票勝選
。郭玟成的支持者非常憤怒，要
求陳致中道歉，並且要帶隊到陳
致中的競選總部抗議。
日前陳水扁因為岳母吳王霞
過世頭七南下奔喪，當天跪爬到
岳母靈堂前，還發表一份祭悼文
，不僅細數過去政績、疾呼政治
迫害，還懇請大家支持陳致中。
藍綠陣營當時都相當低調，蔡英
文也沒有到場致哀，深怕扁奔喪
悲情牌發酵，擾亂選情。
陳致中落選結果顯示，扁奔
喪對陳致中選情影響有限，是否
意味扁時代徹底結束，相當耐人
尋味。

全台27投票人違法

▲眼見蔡英文大勢已去，冒雨聚集的民進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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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李登輝（右）前往投票所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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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新社台北消息：台灣
警方 14 日公布台灣地區領導人和立法委
員 「二合一」選舉投票違法情況，截至
14 日下午 5 時止，全台共發生 27 位投票
人違法狀況，包含撕毀選票、投票時攜
帶手機和在投開票所外拉票。
中央社報道，警方指出，在 27 件違
法案中，撕毀選票有 23 件，3 件則是因
攜帶手機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此外
，高雄市發生 1 件在投開票所外拉票事
件，依違反 「選罷法」送辦。
報道說，全台共有 31 張選票遭民眾
撕毀，包含撕毀台灣地區正副領導人選
票 11 件計 11 張、撕毀立委票 5 件共 8 張
、撕毀政黨票 7 件 12 張。因 1 位投票人
要投 3 張選票，所以張數統計比違規件
數要多。

多人撕毀選票
屏東縣一名 84 歲老人因選票裡沒有
自己要投的候選人，於是把選票撕毀。
在澎湖，一名 40 歲鄭姓男子疑因醉酒，
大聲喧嘩稱不認識政黨票上的政黨，而
撕毀該選票。
選委會表示，據台灣法規，撕毀選
票可處新台幣 5000 元以上、5 萬元以下
罰款。
除了多起撕毀選票案，台北市另有
候選人抗議部分投開票所附近有競選旗
幟，以及有人在附近疑似從事競選宣傳
，經選務人員勸阻制止，大部分投票所
投票情況平和。
台灣 「中選會」秘書長鄧天佑表示
，投票過程大致平順。

三度參選 宋楚瑜再飲恨
【本報訊】親民黨 「總統」候選人宋楚瑜 14 日表示，他接受人
民的決定，也感謝民眾給予親民黨在 「立法院」擁有黨團，未來親
民黨將持續為民眾發聲。
據中央社報道，宋楚瑜晚 9 時抵達競選總服務處，他一上台就
先一鞠躬，謝謝民眾給予親民黨支持和關心。他說，台灣人民在意
選舉結果是否帶給台灣和平和安全，他接受人民的決定。
宋楚瑜表示，去年 7、8 月前，他沒起心動念想參選，但親民黨
一直感受民眾強烈需求，認為要有一個政黨為人民發聲。
宋楚瑜感謝民眾讓親民黨在 「立法院」有黨團，親民黨團會把
人民小事當大事，為民眾好好發聲，一定盡全力為升斗小民處理不
公平的事。
宋楚瑜發表簡短感言後，不接受媒體提問就離場，有媒體記者
追上去問宋楚瑜，未來親民黨在 「立法院」和中國國民黨如何合作
？宋楚瑜只回答 「
監督」後就離開。
親民黨發言人李桐豪 14 日表示，宋楚瑜會繼續領導親民黨，親
民黨團也會是宋楚瑜最堅強支持的力量。
李桐豪表示，親民黨在有限資源下， 「立委」選舉能夠達到有
「立法院」黨團的規模，有這樣的成績，已經符合原本的預期，親
民黨也感謝選民的支持。
宋楚瑜曾任蔣經國英文翻譯，1974 年後步入政壇，曾任當局

▲宋楚瑜（前左三）向選民鞠躬致意

中央社

「新聞局」局長，國民黨中央文工會主任、副秘書長；1993 年至
1998 年任台灣當局 「台灣省省長」。之後他與李登輝分道揚鑣，另
組親民黨並任主席；2000 年以獨立候選人、2004 年作為國民黨候選
人連戰的副手出戰台灣 「大選」，均失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