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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是 2008 年一月中，台台。去年十月底，我對你說已不愛你，但我也說：“‧‧‧‧‧‧我的心
是矛盾的。若你能改變，有朝一日，也許我可能會再回頭愛你。目前唯一或能將你改變的途徑就
是以選票方式進行政變，將目前的執政者逐出其位，換黨換人做執政者。‧‧‧‧‧‧2008 年，若政黨
輪替能發生，而你能懸崖勒馬，也許你有機會再起。到那時，我或將回心轉意，再度愛你。因
此，你那裡能去選舉的人就儘量去選舉吧！讓政黨輪替發生，讓目前的執政黨下台，讓它有真正
徹底反省的機會。‧‧‧‧‧‧” 
 

2008 年一月十二日，你的人民選立法委員，將執政的民進黨徹底唾棄，使其重大挫敗。
突然之間，台台，你那裡的混濁長夜似乎露出了一線曙光，你在隧洞中痛苦前行似乎看到了洞口
之光。2000 年，你的人民因為受騙，做了錯誤的抉擇，而忍受了近八年的痛苦光陰。此次，你
的百姓用選票嘗試去終止台灣的繼續沉淪。你的人民展現了力量，你的人民初步獲得了民主的勝
利。想想看，從前八年的抗日戰爭曾是多麼長苦的時間啊！而 近八年的扁亂敗台也是多麼長苦
的歳月啊！台灣的扁亂敗台八年，多麼像大陸的文化革命十年。 
 
 這些年來，台台，身在美國的我對於你那裡的一切深感痛苦，已絶望到幾乎決定放棄而不
再關心。許多親戚朋友也表達類似的感覺，很多人乾脆不看有關你那裡的電視報導，不讀有關你
那裡的平面新聞，以眼不見心不煩為由而試圖逃避痛苦與無助之感。但畢竟我是在你那裡吃你米
喝你水長大的，經由此地 Direct TV 所訂的中天、鳳凰、TVBS 等無線電視台的諸多節目中，不
斷繼續關注發生在你那裡的一切。這過程是痛苦的，但一月十二日的立委選舉結果改變了一切，
那乍現的曙光使我頓然覺悟你那裡居然還能重新燃起了希望。我深深祈願你或許不致繼續沉淪下
去了。 
 
 然而，台台，一月十二日的選舉僅是曙光乍現。你是否能有較好的前途將取決於三月二十
二日的大選。我真正希望你的人民在三月二十二日那天能做到如同一月十二日所做的正確判斷與
選擇。一月十二日，你的人民以選票譴責了亂台、敗台、無德、無能的陳水扁及他所代表的執政
黨。2008 年一月十二日是你的歷史上的關鍵轉折點，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自此之後，台灣
應該會停止向下沉淪，轉而逐漸向上提升。一月十二日後數日，你那裡股市遽升，外資迅速進
入。那數日中，當美國及其他股市下挫時，台灣股市卻一路攀升。這象徵新的希望，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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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你的人民在這次選舉後發覺：他們不是孤單的，有這麼多人與他們有同樣的想法，
共同聚集了力量，譴責了貪腐、無能、無德、硬拗的執政者及其黨派和同路人。此次選舉中，在
野的國民黨之獲大勝並不代表你的人民特別擁護它、信任它，只代表他們對執政黨的徹底失望、
厭惡。若三月二十二日大選後，政黨輪替能依眾望發生，國民黨能重新拾回政權，則國民黨需千
萬切記民進黨的教訓：人民不會長期容忍無德無能的執政者。經過八年的痛苦教訓，人民已學到
不再輕易受騙。    
 

這次人民的勝利，部分優質媒體扮演了重要的關鍵角色，不無其重大功勞。TVBS 的”全
民開講”及中天的”文茜小妹大”等節目雖各有不同風格，基本上均本著公正不偏的立場，分析及剖
解政治局勢，不分執政黨或在野黨而一併加以監督與批評，並經由討論和辯論教育廣大的觀眾與
人民。在非法的綠色地下電台和極為偏頗不公的、為執政黨所御用的如三立及民視等媒體之陰影
下，TVBS 及文茜小妹大等媒體能堅毅不拔，繼續發揮其崇高功能及深厚影響，實屬不易，値得
珍惜。如此正直的媒體，由於其不斷監督及揭弊的努力，導致執政黨統治集團對它的仇恨，非欲
除之而不快。好在它終能屹立不搖，證明了它的中立、公平與存在的正當性，實屬你的人民之
福，可喜可賀。 
 
 一月十二日的敗選絲毫未能激發或觸動執政黨的反省或改革決心，它仍在持續運用其得不
到大部份民心的選舉策略，包括強調國民黨在立法院獨大及其他似是而非的理由，欲影響人民在
三月二十二日大選時的選票，希圖利用所謂鐘擺效應獲得大選勝利。台台啊！我衷心希望你的人
民不會為其所騙，不會為其所動，讓政黨輪替能確實發生，讓台灣有機會重新再起。讓執政黨在
三月二十二日再次敗選才或許有使其真正反省的可能性。 
 
 台台，我非賭徒，但容我賭一次吧！我賭三月二十二日的選舉結果是：馬英九、蕭萬長獲
勝。若如此，則此刻的在野黨將成為國會 大黨所支持的執政黨，類此朝大野小的局面有助於穩
定政局，有助於執政黨改進沉淪了近八年的台灣經濟，有助於執政黨改進敗壞了近八年的人民生
計。然而，從另一方面看，若政黨輪替後的新執政黨不能自制而濫權，則類此朝大野小的局面也
有挑起民怨的可能性。因此，媒體的監督與批評和人民的監督與批評將是不可或缺和極端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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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在台灣
經濟和人民生計上做大幅的改進。台台，在諸多事務的先後次序上，經濟與民生應該是你的人民

高的優先考慮。近八年民進黨的執政嚴重萎縮了台灣經濟，惡化了人民生計。該是大幅修復台
灣經濟、重振人民生計的時候了。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在兩岸
關係上做 高優先次序的努力及 大幅度的改進，因為在現今世界金融危機情況中，經濟事務勿
庸置疑具有 高的優先次序，而台灣的經濟與兩岸關係是緊密連結而不可分的。兩岸三通是大多
數人民的共同願望，新的執政者就順應民意而儘速讓它發生吧！改進兩岸關係的首要之務就是誠
實互相了解，嘗試站在對方的立場從他的立場為他想想。在台灣的你，假設你是中國大陸的執政
者，你會讓台灣獨立嗎？你所統領的十三億人民會讓台灣獨立嗎？在大陸的你，假設你是台灣的
執政者，你被清朝統治者拋棄過，你被日本統治過五十年，你經歷過二二八事件，你輸了中國內
戰而流落台灣，你經歷過與對岸中共互打的八一三砲戰，你被大陸取而代之而不得不退出那與其
他諸大國共同創始的聯合國，你在艱難的國際環境中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你在解嚴之後開始所
謂政黨民主政治，你的人民在歷經十餘年”民主實驗”的痛苦周折後終於在 2008 年一月十二日嘗
到了何為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滋味，你與對岸中共對立並隔離了數十年而殘留了一些不可
避免的互不信任感。然而，慘烈的戰爭絶非可以考慮的用以解決兩岸問題的選項，唯有以和平為
基礎的、面對現實的互談才能逐漸解決僵局。何不將接受善意的熊貓或貓熊的贈與做為一個良好
的互談的開始？該是在兩岸關係上做重大突破的時候了。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在憲改
上做改進，達到真正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特別是司法及檢調系統之獨立於行政系統與
政黨的影響。近八年民進黨的執政嚴重摧毀了人民對於司法、檢調系統的信任與信心。該是修復
司法與檢調系統的時候了。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在選舉
制度上做改進，達到中央選舉委員會真正的獨立於政黨及行政之影響和掌控。近八年民進黨的執
政嚴重摧毀了人民對於選舉系統的信任與信心。該是修復選舉系統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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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在掌管
媒體的 NCC 系統上做改進，達到 NCC 真正的獨立於政黨及行政之影響和掌控。近八年民進黨
的執政嚴重摧毀了人民對於政府公平掌管媒體的信任與信心，特別是對於有利於執政黨的地下電
台之縱容，及對於大力監督批評執政集團之公正媒體如 TVBS 及中廣等媒體的迫害。該是修復
NCC 系統的時候了。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在行政
中立上面做徹底的改革，徹底達到執政黨該有的維持行政中立的責任。近八年民進黨的執政嚴重
破壞了行政中立的準則，無恥地大量利用百姓納稅錢及行政資源於其一黨之私。該是修復人民對
於執政者在行政中立上所盡失的信心了。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促使國
民黨在其黨產方面對人民做交代、做了結，該還給人民的就還給人民吧！以免此事繼續成為國民
黨拋不掉的包袱，繼續成為反對黨不斷當作把柄而加以操作的議題。該是國民黨在其黨產一事上
極有魄力地做一番了斷的時候了。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解決朝
野貪腐的問題。近八年民進黨的執政產生出多少貪腐案例！上不正則下歪，陳水扁及其家人的貪
腐嚴重影響到人民對於領導人位置的尊敬，也導致一月十二日人民用選票對陳水扁及其黨的唾
棄。對於陳水扁及其家人的貪腐，新的執政者必須嚴肅處理，千萬不要辜負了人民針對此事在司
法上的企盼。犯貪腐罪者，無論其地位高低，均需被定罪而入獄服刑。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整治立
法院的亂象。近八年民進黨的執政期中，國會裡立法委員打架之事數度成為國際笑柄。執政黨的
委員中出現所謂三寶之類的怪物，貽笑大方。執政黨立法委員們為防止某項法案通過而不擇手段
撒野、霸佔主席台、將立法院長反鎖室內，阻其入場主持議事。這些世所罕見的國會亂象該是從
此在立法院裡絶跡，為今後國會立下長期的良好榜樣的時候了。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整治選
舉風氣。近八年民進黨的執政期中，抹黑、奧歩、買票等等的惡習層出不窮，執政的民進黨更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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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恥利用行政資源圖利自己政黨的選舉。類此種種，將來的執政黨應本無私的態度加以全盤改
進，讓人民從此享受高格調、高水準的選舉。該是回歸優質選舉的時候了。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研擬和
制定更適當的、更有效的針對行政及立法體系的罷免機制，包括針對 高執政領導人的罷免機
制。近八年民進黨執政期間，出現了多少無德、無能、無恥、貪腐的政務官與立法者，包括無
能、無德、貪腐、鴨覇的 高領導人。人民雖然在選票上犯了錯誤而誤選了這些人，但若之後在
他們尚未製造出更大的損害前能將他們罷免，則豈不是人民之福。該是有此更佳罷免機制的時候
了。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改進台
灣的教育。近八年民進黨執政期間，如杜正勝等教育部領導人將教育带向歪路，且花很多時間在
非關教育的政治領域裡攪混。教育是多麼重要的大事啊！該是大力匡正台灣教育的時候了。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修復整
個社會的基本價值。近八年民進黨執政不但將族群撕裂，也錯亂、敗壞及喪失了如禮義廉恥等崇
高的社會基本價值，從 高領導人以降，沒有了公理正義，沒有了禮義廉恥，沒有了羞恥之心，
只有為爭權奪利而不擇手段。該是重整道德、重整社會基本價值的時候了。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在所謂
外交領域上尋求突破性的新路！近八年民進黨執政期間，執政黨延續了八年前國民黨的老套，繼
續在小國小島金錢外交上虛耗國庫與時間，然而所謂邦交國的數量卻一日少於一日。該是面對全
球現實的時候了：世界的大勢對於台灣的所謂外交是絶對不很樂觀而少有進展的。在外交上所花
錢的投資報酬率是 差及得不償失的，萬不如把錢花在改進民生上。只要在經濟上有實力，像 
80 至 90 年代國民黨執政時的台灣，雖然在正式外交承認上未必有所進展，但在與其他國家的
實質關係上卻將是無往不利的。或許，可敬的石滋宜先生【全球華人競爭力基金會董事長】在全
球華人競爭力基金會總裁學苑學習電子報上所寫的下面一段，”改變思維模式，打破外交僵局”，
可以提供一些有關外交的清新觀念： 
 
 “改變思維模式，改變遊戲規則，才能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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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企業家跟我訴苦說生意難做，內外在挑戰越來越嚴峻，但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答案很簡單，就是大家太習慣於模仿跟走老路，以為走老路 安全，事實上，走老路才是 危險
的事情。 

 
這個道理適用於個人、組織、企業，甚至於是政府。 

 
以政府的金援外交為例， 近看到媒體報導，這趟隨同陳水扁出訪的非官方人士表示：

「現在的民進黨政府過去在野時，批評國民黨政府金錢外交，自己上臺後才發現外交非金錢莫
屬，在繼續走國民黨的老路時，面對批評，說起話來當然無法自圓其說，未來就算國民黨重新拿
回政權，還是面臨同樣的問題，因此他也認為在野黨沒有必要窮追猛打。 
我不認為外交非金錢莫屬，任何問題，只要改變思維模式，真正用心、動腦筋去思考，自然就能
走出不同的路。 
 

我在 2004.03.08 曾撰寫「讓台灣成為全世界的自由經濟島」一文。文中談到「給全世界
國家免簽證入境，當然對於治安風險，必須進行控管。例如在尊重人權與不妨礙隱私為前提下，
可在外國人入境時，貼上 IC Tag，透過全島 IT 化追蹤(目前日本已實施，但未使用 IC)，就如建
置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GPS 衛星導航系統，定位動向般追蹤行徑，貼 IC Tag 的道理也是如
此。」 
 

更詳細的說，我們可以宣佈台灣是自由開放的經濟島，是 Ubiquitous 的世界，歡迎全世
界任何國家與地區的人，以不需簽證的方式進入台灣，來之前需先透過網路預約，提出預計抵達
與離開時間，我們只要控制訪台的總人數，並確認旅客在台期間有住所，然後予以回覆即可，就
像現在已經非常普遍的網路預約或訂位一樣，塑造讓人感覺進入台灣非常簡單、方便、友善、愉
快的印象。 
 

當旅客進入台灣海關時，我們就在他們的護照貼上 IC tag(科技防罪)，尤其台灣被稱為科
技之島，生產 IC tag 是我們的專長之一，這又是 Ubiquitous 世界不可欠缺的東西。只要旅客在
台期間，沒有犯法並在預定離境時間離開，就沒有問題，但如果超過離境時間未出境或有違法
者，不管人在哪裡，我們都能追蹤到人，立即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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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擔心，如此台灣會不會成為犯罪者的避難天堂？這也很容易避免，只要各國或地
區政府，提供犯罪者名單，當有犯罪者進入台灣，我們不問理由，就直接遣送回去，不像加拿
大、美國或其他國家，除非有簽遣返協定則難以遣送人犯回國，如此犯罪者自然就不敢到台灣
來。 
 

因此，不管商務、旅遊、過境等的旅客，每年有幾千萬人到台灣來，想像看看，可能連路
邊攤都會消失，因為大家都賺了錢，紛紛升級開了店面，台灣的經濟不好起來也難。 
 

除了要全世界的人走進台灣以外，我們也要主動出擊，把現在「金援外交」的錢，拿出一
部分，成立「扶貧基金會」，用智識、經驗、技術、金錢(小額貸款)等資源，有組織的去幫助未
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的人民，我不談國家，因為只要錢給政府，就可能被浪費掉或有人中飽私囊。
我們必須確保，台灣的善意確實被落實，真正讓有需要的人受惠，並實際改善了他們的生活。 
例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成立於 1979 年的葛拉米銀行 (Grameen Bank) 是專門小額貸款給孟
加拉 貧窮的人，該銀行的努力與使命，我也曾在 2005.12.16 撰寫「認識自己創造生命價值」
一文。另外，1998 年英國人彼得‧來恩成立的「小額貸款基金會」，專門貸款給馬拉威的婦女。
他說：「至今不知有多少百萬英鎊、美元，注入了救貧的黑洞，卻一點效果也沒有。在馬拉威北
部，我走過一條 近才築好的路，龐大的建築經費來自外國捐款，但幾場雨過後這條路就毀了。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滿是巨額經援的失敗例子，半途而廢的學校、診所、工廠等比比皆是。
不能竣工的原因很多，包括貪瀆。小額貸款則不同，有嚴格管理，一切清清楚楚。」 
 

另外，我們在 1960 年成為亞洲生產力組織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的創始會員
國，這個組織的會員理事大多數為亞洲各國政府的部長、次長，除了日本是已開發國家外，其他
都是開發中國家，本人曾擔任這個組織理事長與理事，長達十七年的時間，期間許多會員國都要
求我們去傳授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APO 是以中華民國正式加入之政府間國際性組織，我國的
貢獻亦受到相當之肯定與尊敬，我們本應可運用機會去影響其他國家，雖然有些官員亦深深瞭解
並積極協助，但卻在官僚系統上遭遇認知上共識的困難，因此有許多可以積極作國際社會回饋的
工作，得不到應有的政府支持，以致失去了很多影響亞洲國家的重要機會。 
 

另外，中華農耕隊過去對於友邦國家的支援，貢獻同樣功不可沒，根據媒體報導，在象牙
海岸服務五年，擔任農耕隊長的周來宣先生，他對農耕隊在非洲的表現引證象牙海岸的總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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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中華民國農耕隊給予非洲朋友的協助才是真正的協助，這使他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子
子孫孫享用不完，感激不盡。」周先生又說：「雖然是有部份非洲國家政治上一時辜負了我們國
家，但是我們在他們國家裡所建立的情感，播種友誼，是永遠不會被忘懷的。」 
 

像這樣有意義的工作就應該持續下去，不要因為對方國家跟我們斷交而終止，對於中華民
國承不承認不是 為重要的，但中華民國需要結交更多的好朋友。我們也不需要由別人來證明我
們的存在，我們之所以存在，在於我們展現了存在的價值，簡單來說，有多少國家證明中華民國
的存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發揮我們的價值。 
 

總之，台灣外交政策必須徹底的自由開放，避免走入血海外交(金援外交)，跳開跟對岸競
爭，去搶那些無影響力或是國際形象不佳的國家建交，我們只要能聚沙成塔，持續去做就能產生
影響力，打破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因為台灣人的友善能夠傳播出去，台灣人未來在世界上不
僅受歡迎，且受人尊重。而總有一天，所有的國家亦自然會給我們免簽證去他們的國家，這不就
是國家加強外交的目的嗎！  
 

十幾年來，我不斷強調「不要跟人競爭，要跟自己挑戰」，因為要做得比別人好一點，困
難且辛苦，所以必須做不同，要做不同首先就需要「改變傳統的思維模式」，這對個人、組織、
企業都有效，當然政府在施政作為上同樣可以運用，才能帶領人民與社會，取得跳躍式進程。
(馬紹慧整理)” 
 

台台，以上是來自石滋宜博士的新思維，希望有助於你在所謂外交上找新路。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努力讓
整個社會把下列的詞句從人民和政客的口中消失：愛台灣，不愛台，賣台，台奸，唱衰台灣，等
等。近八年民進黨執政時期中，政客們不斷用上列的詞句來挑撥仇恨、撕裂族群。該是停用這些
詞句的時候了，讓祥和回歸社會吧！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重新恢
復人民對於 高領導人之位置的尊敬。近八年民進黨執政時期中，由於陳水扁的無德、無能、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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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覇道，人民對他及他所持的位置產生極端厭惡與不敬。該是修復對於那位置的尊敬的時候
了。 
 
 假使國民黨贏了大選，執政的馬英九、蕭萬長及國民黨佔絶大多數的國會應該合力將所謂
統獨之爭放在較低的先後次序上，而將大部份心力放在經濟、民生及改進兩岸關係等上面。在冷
處理統獨議題的同時，兩岸學術界可以共同研究此一議題，希圖將來或能產生出具有突破性及雙
贏的思想。重要的是千萬不要把軍事成為一個必要的選項。 
 
 一月十二日的選舉如同曙光初現，帯給台灣一絲希望。台台，我雖然下了馬英九、蕭萬長
會在三月二十二日的大選中獲勝的賭注，但沒有你的人民踴躍去投票則此選舉的結果尚有生變的
可能性。 
 
 加油吧！台台！希望三月二十二日的選舉後，曙光全露在地平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