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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招募
黑道人士入黨疑
雲如雪球般越滾
越大，台灣社會

一片嘩然。隨島內媒體接二連三揭
露越來越多的內幕和細節，尤其有黑
幫分子不諱言 「拉人入黨」後，警方
高度重視，已介入調查。島內輿論指
出，這是民進黨自爆發陳水扁弊案後
面臨的最大道德困境與形象危機。此
言並不為過。社會正義與黑道幫派勢
不兩立，如果被視為 「白道」的政壇
與黑幫有糾纏不清、錯綜複雜的曖昧
關係，如果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則
島內政治風氣和社會道德價值都會深
受其害。民進黨作為台灣最大在野黨
，負有監督政府運作的重要責任，如
今捲入 「染黑風波」，其身不正，有
負選民的期待和託付。

1997年由劉德華和梁家輝主演的
電影《黑金》講述的是台灣一名黑幫
大佬大肆行賄官員，企圖 「漂白」從
政，競選立委，但最終難逃法網。這
正是當年台灣社會 「黑金政治」的生
動寫照。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李登輝接
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後，為了壯大和培
植自身勢力，蓄意慫慂地方惡勢力、
貪污腐敗分子從政，並大加提攜。黑
道人物自恃有政客護航，惡行變本加
厲；政客則利用黑道剷除異己。黑白
兩道相互勾結，導致社會風氣敗壞，
百姓大眾深惡痛絕。2000年台灣大選
，民進黨打 「反黑金、反貪腐」的
口號，加之國民黨內訌，因而首次贏
得大選。

俗話說 「前車之覆，後車之鑑」
，但從民進黨過去執政八年到輸掉政
權後這幾年的表現來看，該黨顯然沒
有吸取國民黨當年的教訓。2003年台

灣黑道 「牛埔幫」老大張乃富出殯，作為島內正、
副領導人的陳水扁和呂秀蓮競相贈送輓聯，讓人側
目。2006年扁家因貪污 「國務機要費」被起訴，但
民進黨除了少數人對扁家提出嚴厲批評，多數人對
扁仍是俯首聽命。即使2008年扁下台後爆出更多關
於扁家的弊案，而扁也因罪證確鑿而琅璫入獄，民
進黨多數人依然對此噤若寒蟬，不僅沒有對扁案進
行深刻反省，反而頻頻發起 「挺扁」、 「救扁」活
動。2011年時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提名的不分區立
委名單中，就有四人弊案纏身。

國民黨當年因縱容 「黑金政治」而自毀形象，
馬英九擔任黨魁後，嚴厲打擊黨內不良風氣，對 「
染黑」者及違法者不包庇、不護航。相較之下，民
進黨對貪腐黨員卻顯得 「寬容大度」。每次黨內有
人被司法機關起訴，都會條件反射般的宣稱 「這是
國民黨的政治追殺」。對於最近的 「染黑風波」，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依舊指責 「國民黨抹黑栽贓」。

到底是有人抹黑，還是民進黨與黑道 「同流合
污」，警方自會查個水落石出。只是民進黨
這十多年來不敢與貪腐劃清界線以及與黑道
的種種傳聞，難免令島內民眾和輿論質疑
該黨的反貪反黑決心，擔心民進黨若重新
「執政」，又會再出現 「陳水扁」。

台北護理大學就業率居冠

民進黨陷扁案以來最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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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拉攏黑幫入黨傳聞不斷，最新消息指，
黨主席蘇貞昌與前 「行政院長」 謝長廷為爭奪主席
一位，找不同黑幫幫忙，甚至演變成四海幫、天道
盟兩大幫派政治角力，台警已對黑幫活動展開調查
。台灣輿論2日指出，民進黨染黑恐怕已成為創黨
以來僅次於陳水扁案的最大危機。

瀾瀾觀觀
隔海綠營染黑 警方開查

新聞資料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據台媒2日引述情資顯示
，綠營內部不僅有人透過天道盟，也找了小樁腳找人頭，從入黨到拿
到黨證，據傳一個黨員3000元新台幣。

對於黑幫入黨的疑雲罩頂，蘇貞昌1日在民進黨中常會上
，提議入黨採實質審查、黨籍總檢查、入黨選舉權取得年限延
長為兩年、成立調查小組，隨即由常會通過。

黨魁權爭牽扯黑道角力
據台灣的周刊爆料，指民進黨 「立院團」總召柯建銘4月

初赴澳門，與天道盟精神領袖羅福助會面，尋求協助拉人入黨
挺蘇貞昌連任主席。報道還指謝長廷辦公室主任林耀文，4月
初找四海幫幫主楊德昀幫忙找人入黨，支持謝長廷角逐明年黨
主席。

對此，蘇貞昌說， 「柯委員的人緣很好，我很感謝他，只
是他找誰入黨，我是看了媒體報道才知道」。他強調，從政30
年被抹黑無數次， 「如果每次都要就這些事情來說，真的會累
死」。況且，主席改選還太早了，而他與柯建銘也從未就主席
選舉商談合作事宜。

謝長廷則強調， 「不能黑道說支持誰，誰就有問題！」 「
如果他說要支持孔子，那孔子是不是就有問題？這是不行的！
」他更意有所指地說，黨中央應立即調查並公布幫派分子 「是
誰推薦的」。

黑幫成員承認「拉人入黨」
四海幫幫主楊德盷1日受訪表示，旗下兄弟曾憲智基於私

人情誼主動幫忙，他尊重兄弟個人權利，而當天餐會因有民進
黨人士在場，在與人為善、順水幫忙的情況下，才會說些場面
話，希望有興趣加入民進黨的人可以自由選擇。

不過，四海幫成員曾憲智坦承拉人入民進黨，但林耀文沒
有找過他，這是他個人行為，也不是為特定對象，讓幫主及整
個四海幫捲入風波，始料未及。

台灣輿論認為，民進黨的權力競逐，演變成黑幫角力，基
層早已發出警報，黨中央卻視若無睹；即便媒體接連披露，主
事者竟還定調為政治操作。

輿論認為，民進黨不是沒看見黑影幢幢，只是不斷在自欺
欺人，還抹黑造謠，左批媒體炒作，右指藍營滲透，把潑糞當
武器，只為掩飾自己就是人頭黨員既得利益者的事實。

輿論指出，再過幾天，蘇貞昌就將屆滿主席一年。如果不
想在周年紀念日時還繼續黑雲罩頂，就別再推諉卸責、提油救
火，否則這團黑火只會愈燒愈旺。

【本報訊】台灣黑幫組織甚多，有早期統
稱的 「本省掛」及 「外省掛」兩大類，一般劃
分為幫派和地方角頭。幫派規模通常比較大，
跨區域發展，分支堂口甚多，內部組織也比較
嚴密。地方角頭則以不良分子為主，經常以地
域性的活動拉攏人際關係和發展勢力。目前台
灣幫派較有組織與名氣的要屬竹聯、四海、天
道盟三大派系。

竹聯幫「江南案」轟動一時
竹聯幫是台灣最知名的黑社會團體，以台

北為主要據點，向全台以及海外擴散，其成員
高達10萬人以上。1984年10月爆發了有名的 「
江南案」，起因於幫主陳啟禮等人奉 「情報局
」局長汪希苓之命，赴美國暗殺政治評論作家
劉宜良，此舉讓官方與黑道長期勾結的內幕曝
光，台灣當局為了改善在民眾面前的形象，發
動了首波全面性掃黑的 「一清」項目，幫內許
多大佬遭到逮捕，幫內一些要角也紛紛遠赴島

外發展，竹聯幫元氣大傷。

天道盟「教父」當選立委
天道盟曾是台灣三大黑社會組織中地緣關

係最強的角頭聯盟。相較於竹聯幫、四海幫 「
由上往下」形成核心集權領導層，天道盟則是
「由下往上」的集體領導體制，權力核心為各

分會之高層領袖，屬於 「本省掛」幫派。
隨時代的發展，90年代的天道盟也逐漸

自我 「提升」，轉而介入公共工程圍標、股票
炒作、證券、娛樂及影視業等等，並成功介入
政治選舉。1995年羅福助以無黨籍身份當選立
委，崛起政壇長達6年，更被稱為台灣的 「黑道
教父」，台灣 「黑金政治」一詞由此誕生。

四海幫名亡實存醞釀改革
四海幫是台灣知名的黑社會組織，也是台

灣第一個最具組織規模的青少年幫派組織，是
僅次於竹聯幫的第二大幫派。雖然四海幫在早
期的分支非常多，但現在實際仍有活動的只有
少數，其中以海嘯堂最為強大，傳聞現在四海
幫的大佬們正積極改革內部。陳水扁曾給去世
黑老大送輓聯。

扁曾給去世黑老大送輓聯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二日消息︰台灣104資
訊科技集團2日在台北發布首份 「大學就業率排名」
，新竹清華大學和位於台南的成功大學未能進入 「領
先群」。

該公司追蹤2008至2010年畢業，合計147所大學
逾21萬名新鮮人在畢業6個月內是否曾找到第一份工
作。調查結果發現，平均就業率為64%。餐飲觀光、
醫美護理、技職院校等實作型大學，不讓傳統名校專
美於前，就業率表現突出。

「領先群」 就業率平均69%
根據就業率高低，104資訊科技集團將147所台灣

高校分為4個群體，其中 「領先群」有37所高校，平
均就業率約69%，月薪在2.4萬至3.6萬元新台幣之間；
就業率最高的為台北護理健康大學（75.5%）。在 「
2012年大學品牌力」榜上排名第一的台灣大學，就業
率為69%。

104資訊科技集團公共事務部經理張雅惠在2日的
記者會上表示，大學畢業生掌握 「職涯光譜」， 「二
軍」也能變 「一軍」。然而，就業率排名背後仍存在
青年就業議題：新鮮人第一份工作平均持續不到1年
、高就業率不等於高薪資、畢業滿6個月仍有36%新鮮
人還在找工作。

張雅惠說，新鮮人的 「職涯光譜」會因個人所學
所愛，以及產業需求不同而有不同的成色與角度，只
要 「個人品牌」能對應到 「環境因素」，即便不是傳
統名校，就業也不難。

據介紹，目前台灣共有162所大學和專科學校，
此次調查追蹤樣本的學校涵蓋率達90.7%；部分學校
追蹤樣本佔該校學生人數的30%以上。

104人力銀行是台灣最知名的人力資源機構之一
，成立於1996年，同年以 「104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在台交所掛牌，成為島內第一家上市的網絡
公司。

技術院校表現突出 不輸傳統名校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蔡英文自2012
年大選落敗後，就辭去民進黨主席之位潛藏民間，
但外界一般相信她將逐步走回政治前線，並終在
2016年再次代表民進黨出戰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
雖然她至今仍未對此表明態度，但小英1日在一場大
學校園活動中 「漏了口風」，表示如果大家都支持
她並身體力行， 「我就考慮了！」

其實，這已是蔡英文連續第二次提及在高民意
下，她將會 「光榮復出」政治前線並角逐大位，有
關言論引發各方關注。

蔡英文4月24日在另一次大學校園活動中，再次
表示： 「選 『總統』這件事，不完全是你的選擇，
而是人民的選項」，她1日又說，只要有大家支持，
她會積極考慮。

蔡英文1日在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演講，應學生提
問表示，現在提要不要參選下屆領導人之位還言之

過早，如果大家都支持她並身體力行，她就考慮了
；她又稱，如果她未來執政，她的領導風格比較注
重有效的團隊。

有學生在演講中問及近期困擾民進黨的 「黑道
風雲」問題，蔡英文坦言民進黨 「蠻接近一個危機
」，認為整個民進黨都應該要嚴肅面對這一件事，
如果處理不善，將導致民進黨從量變變成質變，造
成政黨的正當性受到質疑和影響。

台灣 「未來事件交易所」4月24日公布的最新預
測價格，2016年台灣領導人大選最被看好的人選中
，國民黨由新北市長朱立倫小幅領先現任 「副總統
」吳敦義，民進黨前黨主席蔡英文則在綠營中一枝
獨秀，大幅領先現任黨主席蘇貞昌，顯示在民意層
面上，蔡目前大幅領先蘇。不過，該研究所指出，
有鑑於蘇貞昌的政治歷練，影響力仍然不可小覷。

蔡英文漏口風 欲再參加大選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民進黨中生代
將在25日民進黨全代會提出 「中國人權決議文」，
強調台海關係應該建立在共享人權普世價值的基礎
上，當局若要與大陸進行任何政治協議，應在大陸
人民以民主普選方式產生政府後進行。台灣媒體指
出，該決議文的本質是以 「人權」包裝 「台獨」，
不僅無法推動兩岸交流，更不可能 「彼此伸出友誼
之手，發展相互承認與尊重的友誼關係。」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日前發表《自由人宣言
》，前言強調， 「在中國人權狀況尚未徹底改善、
政治體制尚未民主化之前，雙方不應進行任何具有

政治意涵的協商。」
由民進黨中生代醞釀提出的 「中國人權決議文

」提案2日出爐，決議文稱，台海關係應該建立在共
享人權普世價值的基礎上，支持大陸人民追求當家
作主的努力，並在人權兩公約指標下，協助大陸人
民獲得言論、人身自由等保障；任何與大陸進行的
政治協議，應該在大陸以民主普選方式產生政府後
為之，在此之前，應優先、積極與大陸公民社會進
行相關對話。

這份決議文是由黨內跨派系的中生代共同發起
，包括立委鄭麗君、李俊俋、蔡其昌、陳其邁、林

佳龍、段宜康等人，起草人是蔡英文辦公室社會力
發展中心主任楊長鎮。

針對綠營的這些動作，台灣《旺報》1日發表短
評認為，此舉只是以 「人權」包裝 「台獨」，將會
徒勞無功。

文章指出，兩岸關係是在互信的基礎上進行協
商交流，邁向逐漸融合的過程，要求等到大陸 「人
權徹底改善、政治體制民主化」才進行協商，兩岸
永遠不會有達成共識的一天；文章強調，兩岸價
值觀不同，兩岸要和平發展，決不能用自己的
價值觀強加於人，不論是主權價值或人權價值
，都必須在 「一中」或是 「兄弟」框架下才有
融合的可能。

台媒批綠營人權包裝台獨

【本報訊】據台媒二日報道︰甫卸任大陸海協會長的
陳雲林，應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邀請，將於6日來台訪問
一周。期間將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海基會前董事長江丙
坤等人會面，也將首度登上阿里山，感受台灣的自然風光
。陪同陳雲林來台的還有海協會前副會長李炳才等人，此
行定調為私人旅遊行程，將參觀中南部、東部等風景名勝
，預計停留一周，沒有公開活動，相當低調。

這是陳雲林卸任大陸海協會長後首次赴台，而江丙坤
也已卸下海基會董事長，台媒戲稱，兩人在台會面形成 「
另類陳江會」。

大陸海協會日前舉行理事會換屆改選，前商務部部長
陳德銘接替陳雲林成為會長。陳雲林當時表示，會繼續為
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發展，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陳雲林下周訪台
連戰邀登阿里山

【本報訊】據聯合晚報二日報道，島內 「行政院」院
會2日通過博弈專法 「觀光賭場管理條例」草案，博弈仍
限離島實施，贏錢稅免徵20年，第21年時檢討是否有課徵
必要。賭場每月上繳給地方政府博弈特別稅為7%； 「中央
」收取的特許費由7%逐步調高至9%，兩者合計，最高上限
17%。而為了避免民眾嗜賭荒廢工作，妨害家庭生活，草
案也規定配偶、四親等內親屬可向交通部申請，禁止其進
入觀光賭場，同居人也有權提出。

草案也明定賭場只能設在外島，等於否決郭台銘日前
本島設置的建議。交通部長葉匡時評估，若一切順利，樂
觀估計2019年，將可出現第一座含博弈特區的國際度假
村。

草案規定，未滿20歲、受監護或輔導宣告尚未撤銷者
，禁止進入賭場。為避免財務狀況不佳的個人，投入博弈
活動，衍生社會問題，專責機關得依職權或依債權人申請
，對於正接受生活扶助、破產、債務清理或有重大喪失債
信等有上述情況者，同樣禁止其進入觀光賭場。博弈業者
同時也有權禁止任何人進入賭場。

防賭法案︰妻不准夫不能賭

▲有 「中國首善」 之稱的大陸企業家陳光標在台北舉
行記者會，分享首次到台灣健康檢查的體會 中新社

▲最近金價波動，各大廟宇庫存黃金貶值不少；也
讓人想起前幾年台中大甲鎮瀾宮在媽祖回鑾後，清
點金牌數量的壯觀畫面。 中央社

▶全台動物
醫院連鎖體
系執行長陳
道傑表示，
屏東科技大
學獸醫學院
的畢業生就
業率高，佔
島內寵物醫
師總數1/3

中新社

◀民進黨 「
染黑風波」
在島內鬧得
沸沸揚揚。
圖 為 2005
年島內黑幫
大佬去世時
黑幫人士送
殯的場面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