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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選後分析：觀勝負明得失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

「美國祝賀蔡英文總統連任成功，

我們也恭賀臺灣再次展現其堅實

民主制度的活力；臺灣健全的民

主制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朝氣

蓬勃的公民社會，使臺灣成為區

域的楷模以及世界上一股良善的

力量。」

這次大選，全體臺灣的公民

再度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選出了

自己的總統與中央民意代表，不

僅贏得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祝

賀，也再一次強而有力的伸張了

自己的主權。對於北京提出的「一

國兩制」來說，這次選舉被視為

臺灣人強烈的投了反對票。這個

訊號顯然是相當強烈的，各國主

要媒體的報導，幾乎是圍繞著這

個主軸。

由於蔡英文的母雞效應，民進

黨在國會大選中贏得過半的席次。

所以，民進黨再次完全執政，加上

蔡英文總統的高票當選，這代表未

來的一段時間內，蔡英文的聲望與

權力來到最高峰。好處是蔡英文可

以大刀闊斧，且不用顧忌連任的壓

力，進行她所想要的改革。但是，

國會失去制衡，對於民主制度來

說，並不是件好事。

回顧前年 1124的地方選舉，

韓國瑜吹起一股韓流，民進黨失

去了這次地方選舉。隨後，蔡英

文遭逢黨內的壓力，就連臺獨四

大老也在報刊發表公開信，希望

蔡總統「不要參選放棄連任、交

出行政權」、「退居二線」。

不過，習近平「解救」了蔡英

文。習近平在 2019年元旦提出臺

灣版一國兩制議題，蔡英文第一

時間拒絕接受。他以中華民國總

統之姿，捍衛臺灣主權。從那一

刻起，蔡英文的政治危機開始解

除。不過，當時的韓國瑜聲勢正

旺，根據當時民調，韓國瑜的支

持度超越 50﹪，可是蔡英文的支

持度大約低於 20﹪。

反送中運動給蔡英文總統相

當的政治能量，隨著北京當局無

視香港市民的訴求，再加上香港

年輕人的誓死抵抗，香港衝突局

勢的日漸增溫，這都讓主張勝選

後要與北京談「和平協議」的國

民黨當局陷入尷尬。北京在香港

的作為證明了一國兩制全然的破

產，連帶的國民黨的所謂「九二

共識」這根「定海神針」也生鏽了。

可以說，蔡英文今日的勝選，

勝在路線之正確。她選擇抗共保

臺，既反對統一，其實她也沒

有追求獨立。她採取了務實的策

略，設法在兩岸關係與經濟發展

上謀取平衡，面對中共的打壓，

她採取忍耐的姿態，不放棄尋求

和平的解決方案。她的態度，對

比出北京方面的蠻橫。不過，她

穩健的策略，招致深綠的獨派團

體的不滿。這些反對的聲音一直

影響著蔡英文，不過卻沒有改變

她的路線，沒有給統派勢力任何

口實。

隨著美中的矛盾加大，蔡英

文撿到更大的一把槍，就是美國的

支持。從美國訂立的友臺法案，還

有過去做夢都不敢想的美國對臺軍

售，臺灣在蔡英文總統的領導下，

靠向了美國的一邊，這才有抗共的

底氣。事實上，美國也力挺蔡英

文，讓她有實力化解黨內紛爭，並

且繼續反抗北京的滲透。

蓬佩奧給蔡總統的賀詞裡提

到：「美國感謝蔡總統帶領臺灣與

美國建立緊密穩固的夥伴關係，

並肯定蔡總統在面對持續不斷的

壓力下，仍致力於維持兩岸的穩

定。」預料，大選後，臺灣將在印

太區域間扮演更吃重的角色。

我們再來看這次大選所透露 

的信息。第一個是年輕世代的公 

民參與，決定了這次大選的結果。

這是一次世代對決，無疑的，老

舊的國民黨之區域立委大敗，就 

是民進黨更有效的捉住了年輕世 

代的口味。相反的，國民黨除了 

出身背景顯赫純正的蔣萬安算是 

新生代之外，國民黨缺乏像民進 

黨所栽培的新世代政治明星。

這次和蔣萬安激戰的吳怡儂

雖敗猶榮。吳怡儂與謝佩芬在內

的這批民進黨新生代顛覆了該黨

以往草莽、抗爭與街頭的形象。

他們以菁英的面貌參與了這場大

選，代表了民進黨的新門面，未

來也必然成為民進黨下一個世代

的領導菁英。

反觀國民黨，因為這次大選，

失去了一整個年輕世代的認同。

而且，還失去了自己的菁英政黨 

形象。尤其是韓國瑜的非典型選 

戰策略，國民黨等於被牽連， 

失去了知識藍與經濟藍的認同，

這個區塊的位移，導致了這次的

大敗。

不僅如此，國民黨還失去了

美國的信任。過去國民黨長期都

是親美的政黨，這次由藍轉紅，

美國非常明顯的不信任韓國瑜與

國民黨，轉而支持民進黨。對於

國民黨而言，如果沒有辦法重新

獲得美國的信任，那未來必將難

以翻身。

這次大選，親近韓國瑜的立委 

候選人全軍覆沒，而且地方派系

也幾乎全部滅頂。尤其是中部的

顏清標家族與張榮味家族，隨著

國民黨的失勢而慘敗。雲林以南，

國民黨無一席立委勝選，這代表

國民黨傳統的組織動員系統，已

經失靈。反觀民進黨，配合著網

絡世代的崛起，啟用在網上具有

聲量的候選人，再加上運用執政

優勢，由蔡英文領軍，一個縣市

一個縣市的拔樁，國民黨面臨被

殲滅的局面，毫無作為。選後，

年輕黨員再不能組織改造，國民

黨大概難以恢復元氣。

除了國民黨外，陳水扁宣布

退出政壇，代表新黨的不分區

提名人邱毅也宣布淡去。受創的

還有親民黨的宋楚瑜，他只獲得

60萬的總統選票，立委一席都

沒有斬獲，與他合作的郭台銘，

算是投資錯誤，郭台銘在政治上

拙劣的表現，就在這次選舉中展

露無遺。他第一是前後反覆，三

心二意，得罪了國民黨與韓國瑜

的支持者，最後又想雙方押寶，

既投資親民黨，又投資民眾黨，

最後證明他選擇錯誤，政治判斷

拙劣，是否能問鼎 2024，個人

認為希望渺茫。反倒是已經表明

參選 2024的柯文哲，這次不分

區拿到 5席，取代了親民黨原

有的角色。筆者認為，他在臺北

蔡英文總統以歷史新高的817萬票
的得票數獲得勝選，連任中華民

國總統。落選的國民黨候選人韓

國瑜得知落選後，第一時間致電

蔡總統表示祝賀，表現出民主的

風度。

最終，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

會官方總結寫道：「截至 1月 19

日 24時，我市累計報告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98例，

已治癒出院 25例，死亡 4例。

目前仍在院治療 169例，其中輕

症 126例、重症 35例、危重症 9

例，均在武漢市定點醫療機構接

受隔離治療。」（1月 21日凌晨 4

時 18分再次更新）。

同樣是在 1月 20日，北京大

興區衛生健康委員會在凌晨 2時

48分左右發布通報，確認 2名「武

漢肺炎」患者。廣東省衛生健康委

員會也在凌晨 2時 52分左右發布

通報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在 1

月 19日確認深圳出現首例「武漢

肺炎」患者。

再看看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

員會官網發布的信息，截至 1月

20日 24時，境內累計報告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24例，

其中確診病例 218例（武漢市

198例、北京市 5例、廣東省 14

例、上海 1例）；疑似病例 6例

（四川省 2例、雲南省 1例、上海

市 1例、廣西壯族自治區 1例、

山東省 1例）。而且習近平作出重

要指示，湖北武漢市等地近期陸

1月 20日凌晨 2時 42分，武

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首次一口氣通

報了 1月 18日、19日 2天的「武

漢肺炎」疫情，死亡人數增加了 1

人，增至 3人。其中 18日新增病

例 59例，19日新增病例 77例，

2天之內暴增 136例。

在新確診的 136名「武漢肺

炎」患者中，男性患者 66人、女

性患者 70人；年齡最小的 25歲、

年齡最大的 89歲；他們的發病日

期都是在 2020年 1月 18日前。

「根據新修訂的診療方案，患者病

情按照輕、重和危重進行分類，

其中輕症 100例、重症 33例、危

重症 3例（其中死亡 1例）。」

續發生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全力

做好防控工作，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也做出了相關的指示。

天鈞政經團隊認為，中國大

陸官方有關「武漢肺炎」通報的信

息量很大，北京當局已經間接承

認「武漢肺炎」具備了人傳人的

能力。所釋放出的信號顯示這種

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已經被「允

許」走出武漢市和湖北省。習近

平、李克強公開做出有關「武漢

肺炎」的指示，顯示疫情已經驚

動了中南海。

在〈天鈞政經：武漢肺炎動態

三個信息需警惕〉一文中，我們團

隊已經分析說明了 1月 19日武漢

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特意說明，17

日新增加的 17名「武漢肺炎」患

者都是在 2020年 1月 13日之前

發病。因為按照臺灣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副署長莊人祥在接受

新聞媒體採訪時的說法，冠狀病

毒潛伏期最多可長達 14天。 1月

1日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休市，

是否公布 1月 14日以後發病的

患者人數，這是中共當局考慮的 

重點。

在武漢官方 1月 20日的通報

「武漢肺炎」瞞不住 官方通報有隱情

「武漢肺炎」疫情終於隱瞞不住

了，不但患者人數在短時間內驟

增，而且官方間接承認了這種新

型冠狀病毒已經具備了「人傳

人」的能力，最引人注目的是已

經驚動了中南海，習近平和李克

強都對武漢肺炎疫情做出重要指

示，北京當局終於證實了這種新

型的「愛國病毒」已經擴散。

市長最後的任期內，要是再拿不

出政績，想攻總統大位，也非常 

困難。

最後要談的是，民進黨和國民

黨的政黨票差距非常小，這代表雙

方基本盤差不多。這次蔡英文得到

的票遠大於民進黨的政黨票約 300

多萬。筆者認為，中間選民或因為

「亡國感」而投給蔡英文，可是對

於民進黨的表現並不滿意。

民進黨這次大勝，並不是他

的執政能力獲得選民認同。他是

恐共牌發酵，加上韓國瑜支持者

的偏執，很多臺灣人被紅色媒體

洗腦得太嚴重，於是激起年輕選

民出來投票。中共的滲透始於馬

英九時期，可是 2016後執政的

民進黨卻一籌莫展，忙著政治操

作，打壓國民黨，可是中共繼續

滲透臺灣。紅媒洗腦民眾啦，原

住民部落、各地宮廟與村里長等

被收買，民進黨或許內部也被中

共滲透，竟拿不出具體的辦法，

最後韓流一起，民進黨幾乎無能

招架。國民黨一群親共分子和周

邊側翼裡應外合，臺灣即將被紅

統化，民進黨卻還在搞政治鬥

爭，經濟上的無能，更是韓國瑜

庶民牌奏效的原因。民進黨這些

事民眾都看在眼裡，這次雖給了

他一次機會，但是如果其黨內派

系不徹底被改革，早晚步上國民

黨的後塵！

臺灣差點被紅統派奪去政權

之際，最後還是美國出手，當然

他是基於國家利益，不願臺灣出

現被中共代理人當選總統的局

面。這次大選美國的出手干預，

的確成功且有效的打斷了北京的

參與和安排。光憑民進黨是不可

能的，是美國因素才讓這次選舉

沒有節外生枝。

譬如選前 3天爆發的蔡正

元企圖策反王立強事件，媒體稱

是美澳等國的五眼聯盟出手，化

解了這場最大的奧步。不過大選

後，這起共諜案的後續發展，才

正要緊鑼密鼓的上演。

當然，蔡英文總統面對的局

面依然相當嚴峻，學者建議要趕

緊和美國簽署臺美的 FTA，還有

許多未竟的改革要加速進行。但

是，無論如何，臺灣和美國的深

化盟友關係，將是臺海間和平的

根本保障。這一點無庸置疑，臺

灣也沒有其他路好走。

中提到：新確診的 136名「武漢

肺炎」患者均是在 2020年 1月

18日之前發病。這就意味著 1

月 14日冠狀病毒潛伏期最後期

限過後，武漢持續出現的病例基

本都是在人傳人的情況下發病，

而且患者人數絕非是中共官方公

布的 200人左右。新增病例在 2

天之內暴增 136例，顯示病毒絕

非是官方宣稱的「有限度」的人 

傳人。

根據 2019年 12月 27日武漢

市「春運」工作會議信息顯示，武

漢 2020年「春運」從 1月 10日開

始，2月 18日結束，為期 40天。

預計武漢地區鐵路、公路、航空

預計發送旅客 1500萬人次。這還

只是武漢市的預估數字，在「武

漢肺炎」確認具備人傳人的能力

之後，中國大陸的防疫壓力有多

大？十分令人擔憂。

如今，「武漢肺炎」疫情的嚴

重性已經紙包不住火了，就如同

當年的 SARS一樣，無法掩蓋，

中共被迫開始有限度、逐步增加

患者人數及發布一些稍微詳細的

疫情信息。

天鈞政經團隊經過查證發現，

自從 2019年 12月 31日首次發布有

關「武漢肺炎」疫情通報以來，武

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疫情通

報的時間總體趨勢是越來越晚，

直到 1月 20日罕見是凌晨 2時 42

分發布通報。如果，我們再看看

大興區衛生健康委員會、廣東省

衛生健康委員會 1月 20日首次發

布通報的時間，順序是武漢、北

京、廣東深圳。

在〈天鈞政經：武漢不明肺

炎成為「春運」最重大維穩問題〉

中，我們也分析說明了「武漢肺

炎」疫情是專由武漢市衛生健康

委員會統一對外發布公報。這是

武漢市的一個政府部門，並非醫

療專業機構。在中共治下，武漢

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注定必然是在

北京當局的控制下來發布消息，

或者為中共當局政策進行宣傳。

相比之下，歐美國家通常都是由

醫療專業機構來公布疫情的原因

和現狀，政治色彩極少。

我們就不難理解，武漢、北

京、廣東深圳的通報都是經過中

共當局特批之後，地方開始陸續

有限度公布疫情，因此「武漢肺

炎」才可以走出武漢和湖北省。

與此同時，可以確認的一個事實

就是：「武漢肺炎」疫情非常嚴重。

文∣天鈞政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