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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領導人大戰曲終人散，對於
戰果不少人應已預料得到，反而在
選舉工程中一些特點更令人關注。
例如今屆選舉其中一個新現象，就
是在社會上選情並不熱烈，地區的
宣傳海報、橫額、旗幟，以至造勢
大會都如以往，但整體氣氛卻不熾
熱，這恐怕是大多數赴台觀選人士

的同一觀感。但其實，整體選舉氣氛並不如地區看到
的冷淡，看看投票率、看看青年「首投族」的投票就
可以知道。這種情況與香港去年的區議會選舉相似，

就是表面看選情冷淡，但實際上卻是熾熱非常。為什
麼會出現這種認知上的誤差？原因正是選戰的重中之
重正由地區轉移到網絡所致也。
今屆台灣選舉，各個陣營都投放了大量資源打網絡

選戰，民進黨固然優而為之，甚至是擅長組織戰的國
民黨，今屆也調整了策略，令到網絡變成了一場「沒
有硝煙的戰爭」。因此，各候選人地區上的資源也投
放到網絡之上，大拍短片、在網上大賣廣告，每日通
過facebook、網媒來發放候選人的照片及新聞。與地
區宣傳相比，網絡更有針對性、即時性、廣泛性，也
更能開拓新的票源，相反傳統的宣傳模式則變成徒具

一格。這股網絡戰的風潮正在不斷擴展，去年香港區
議會選舉有不少「政治素人」當選，正是得益於這股
網絡選戰風潮。
值得指出的是，青少年大都具有反叛性、不喜歡別

人說教，如果是一般的政治宣傳，只是搬字過紙的將
實體宣傳轉到網上，這樣的宣傳根本沒有用，徒有網
絡之名，沒有網絡之實。可惜的是，建制派過去的網
絡宣傳都沒有改變這種套路。反對派卻重點經營，一
個「蘋果動新聞」已經衍生出一班「傘兵一代」，現
在還多了一個網絡媒體「100毛」。「100毛」從不直
接講政治，而是散播一種對抗建制、嘲笑建制、鼓吹
抗爭、挑戰權威的思想，並通過各種二次創作、改編
歌曲、短片等深入青年腦海。在潛移默化之下，這些
青年長大後就是一班桀驁不馴、對社會諸多不滿、反

建制，甚至反父母權威的新一代。「100毛」沒有擺明
車馬的傳播政治，沒有為反對派評功擺好，但通過這
種高明的「洗腦」手段，將青年學生培育成一班反對
派的「爛頭卒」。
利用「100毛」之類的所謂網媒作為政治工具，正是

反對派的「最新發明」，試想如果由民主黨、民協去
做，青年學生會接受嗎？但通過「100毛」之類的網媒
代勞，效果卻不可同日而語，而且成本有限，與《蘋
果》相比恐怕只是九牛一毛。這類模式成功了，將來
還可以有「200毛」、「300毛」、「400毛」。對於
反對派的網絡攻勢，建制派必須與時俱進改變思維，
全心全意投入網絡選戰，不要再每年講青年工作，只
是簡單地邀請青年飲茶交換想法，如此應對，等於將
青年學生交予反對派，香港還有前途嗎？

台灣網絡選戰與香港「100毛」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島內民眾求變心切 台海穩定仍是共識

國民黨自己打敗自己
台灣領導人和「立委」大選結果出爐，不出外界所
料，民進黨取得壓倒性全面勝利，不僅蔡英文高票當選
領導人，而且在「立法院」奪得過半數議席，加上時代
力量等，泛綠政黨在「立法院」佔了絕對多數。
表面看來，大選結果是民進黨戰勝了國民黨。如果深

入分析，執政的國民黨是自己打敗了自己。今次大選結
果的決定性因素，是島內經濟、民生、社會狀況和年輕
選民心態等。馬英九執政8年來，儘管在改善兩岸關係
上取得眾所肯定的成績，但經濟民生方面乏善可陳。馬

英九選舉時開出的「政策支票」，包括「六三三」（經
濟成長率6%以上、失業率3%以下、每人所得3萬美元
以上）、「黃金十年」等，始終都未能實現，尤其是其
執政的最後階段，經濟增長率落居「亞洲四小龍」之
末，平均市民薪資退回16年前水平，台灣大學畢業生
的月工資僅25,380新台幣（約6,000港幣）。而幾年來
房地產一路飆漲，使得年輕人買不起房子，財富差距更
是顯著擴大。
與此同時，國民黨內部政爭不斷，自我消耗，始終難

以形成緊密的總體戰力，加之老化嚴重，難以吸納新生
力量，無法維繫民眾對國民黨的信心。台灣選民紛紛希

望「換人做做看」，期待新的執政黨能帶領台灣走出困
境。這才是國民黨大敗的真正原因。

國民黨之敗絕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敗
國民黨大敗，決不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策的失敗。

相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策已經形成的良好局面和實
際成果，對今次台灣大選產生了重要的正面影響。
事實上，台灣多數選民並不願與大陸直接衝突，維護

和發展兩岸關係仍然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選舉期間
發佈的諸多民調均顯示，大多數台灣民眾希望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良好局面不因台灣政局生變而改變。正因為
有強大的民意壓力，即使是處於壓倒性優勢的蔡英文，
在競選中也不敢公開否認「九二共識」，而是提出令台
灣民眾安心的「維持現狀」主張。蔡英文在當選後的演
說中重申， 執政後「致力維持兩岸的現狀，追求台灣
人民的福祉」。可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策成功導
引了台灣民意走向，在島內形塑了「不敢獨」、「不能
獨」、「不要獨」的共同認知。這樣的人心所向，對民
進黨今後的執政路向，也是一種強有力的制約。

背離「九二共識」必會地動山搖
民進黨贏得大選，台灣的政治結構由過去「藍強綠弱」
轉變為「綠強藍弱」。與上一次民進黨執政只是擁有少數
「立法院」議席不同，這一次政黨輪替，台灣進入了民進

黨「全面執政」的新時期。必須看到的是，民進黨仍有一
個「台獨」黨綱，其上台執政，對兩岸關係會產生什麼樣
的影響和衝擊，最為外界所關注。其實，民進黨的選擇並
不多。對於蔡英文來說，「維持現狀」不僅僅是一種競選
口號，而且將是她不得不遵循的執政路向。
從經濟層面來講，大陸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出口

市場、進口來源地及順差來源地。根據台灣海關統計，
2014年兩岸貿易額約1,744.17億美元，佔台灣對外貿易
總額的29.7%；其中，台灣對大陸出口額1,246.88億美
元，佔台灣對外出口總額的39.7%；台灣自大陸進口額
497.29億美元，佔台灣進口總額的12.4%，順差高達約
750億美元。大陸還是最重要的觀光客來源地，去年陸
客人數佔台灣境外觀光客比率41%。台灣與大陸對峙，
經濟上無異於自尋死路。
從政治層面來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去年3月就指出，
「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基礎不
牢，地動山搖」。在「習馬會」中，習近平又特別強
調，沒有「九二共識」這個定海神針，和平發展之舟就
會遭遇驚濤駭浪，甚至徹底傾覆。國台辦負責人在蔡英
文當選後發表談話 毫不含糊地表達了反對「台獨」的
堅定意志和決心。如果蔡英文背離「九二共識」，挑起
兩岸對抗，兩岸經濟合作受到重挫，台灣的經濟狀態會
一下子跌入谷底。這樣的政府，執政壽命不可能太長，
陳水扁已是前車之鑑，相信蔡英文會作出明智選擇。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引人注目的台灣大選國民黨慘敗，是國民黨自己打敗了自己。馬英九執政期
間，島內經濟民生不進反退，民怨累積；國民黨內部分裂，嚴重老化，無力回
天。民進黨雖然大勝，但很難說是民進黨贏得了民心。本人觀看台灣大選，強
烈感覺到台灣民眾求變心態多於支持民進黨。國民黨大敗，決不是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政策的失敗。相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不僅有效地促使蔡英文
提出令台灣民眾安心的「維持現狀」主張，而且對民進黨今後的執政路向也是

一種強有力制約。「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如
果蔡英文背離「九二共識」，挑起兩岸對抗，兩岸經濟合作受到重挫，台灣的經濟狀態會一
下子跌入谷底。這樣的政府，執政壽命不可能太長，陳水扁已是前車之鑑，相信蔡英文會作
出明智選擇。

盧 文 端

龍城「乖孫」邵天虹
從政使命永不忘

24歲的邵天虹在訪問中提到，當初在馬頭圍區部署選
戰，最先是要勘探民情。他知道這裡長者為數不

少，有些積蓄不多，子女照顧不足。他為此舉辦活動讓居民聯
誼，又組織優惠團購，讓長者「窩心」，很多長者都「當他孫
仔」。
九龍城區名校多，家長對小朋友的教育上有不少意見，例如
會跟邵天虹討論TSA（學生全港性系統評估），又會談到養兒
育女的辛酸。這些日常工作都使他增添對居民及社會議題的了
解，學會處理個案投訴，在待人接物上進步不少。邵天虹說，
街坊懂得人情世故，具備人生閱歷，常提點他可以如何做得更
好。他認為，地區工作是對綜合個人素質的挑戰，能接觸不同
層面的人，每人背後都有其故事，這正是地區服務的有趣之
處。

迅速上位 感激民建聯栽培
邵天虹深知莫嘉嫻經驗豐富，最初會留意對方活動，模仿參
考，進而再了解對方有什麼活動未曾舉辦，或有否一些服務對
象少接觸，自己從中填補服務空缺，最終做到知己知彼，「別
人沒做的，更要尋求突破。」從政經驗短淺，能迅速上位踏上
從政路，邵天虹不忘感激民建聯對他的栽培，而且各區區情不

同，從不同議員身上多聽一點，便能集思廣益，按區情套用最
適合的方法。他特別提到，在民建聯實習時跟隨本身為九龍城
區議員的師兄吳寶強學習，讓他少走「堀頭路」。

街坊變「保長」責任更重大
在九龍城土生土長的邵天虹，經常走過馬頭圍邨樓下的公

園，他知道每日都會有街坊在大樹下休息，男街坊圍坐捉棋
「打牙骹」，又有小朋友在玩具店的遊戲機前聚集，這些馬頭
圍畫面都已深印腦海。他喜愛馬頭圍的和諧、富有人情味和親
密的鄰舍關係。平日會有居民為他送上糖水湯水，在競選時期
為他賣力拉票，這一切都是他難忘的回憶。特別是由街坊變成
「保長」，責任更重大。
邵天虹為自我鞭策，在辦公室內貼上揮春「艱苦我奮進」。
他說，做地區工作講耐力鬥恒心，街坊「細微細眼」的事都要
幫忙。勤力晨早擺街站，連夜派單張，選舉又讓他深刻體會
到，成功要有付出。雖然不是事事如意，也有能力以外的情
況，甚至曾被人冷嘲熱諷，但他相信有鬥志和恒心，地區工作
就能細水長流一一完成。他在訪問中再三提醒自己，他的工作
是服務街坊，街坊的支持是他堅持下去的力量。他很慶幸勝出
今次區選，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服務街坊。

民建聯在今屆區議會選舉中勝出的多位年輕新星，相繼在本月1日履新。其中，首次參選的「男

小花」邵天虹在馬頭圍選區以鄰家男孩形象，擊敗連任16年的民協資深區議員莫嘉嫻，更成為政壇

佳話。邵天虹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由街坊變成「保長」，對九龍城這個土生土長的地方，除

了感情，更多了一份責任。他從選舉中經歷過街坊支持和對手冷嘲熱諷，體會到人情冷暖，在從政

中成長。今日身當議員，邵天虹毋忘與莫嘉嫻交手時知己知彼的對弈，今後將以鬥志和恒心，時刻謹記

自己服務市民的從政使命。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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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天虹表示，由街坊變成「保長」，對九龍城這
個土生土長的地方，除了感情，更多了一份責任。

今屆區選結果反映香港政界有年
輕化趨勢。作為政界年輕新人的民
建聯九龍城區議員邵天虹在專訪中
指出，青年參政說明青年對香港有
承擔。社會未來應協助青年做好生
涯規劃，讓他們能更早認清自己的
角色，承擔香港未來，青年自己也
要放眼神州和外國，裝備好自己，
才能更好地迎接香港新發展。
邵天虹指出，青年參政是好

事，代表香港的新一代視香港為
家，對香港有感情，願意為家付
出。年輕一代有林林總總的訴
求，透過參與實踐，可從中摸索
到道路，對處理日常生活問題有
幫助。他又稱，社會對新世代的
鼓勵多，過去會以各種代號標籤
青年，但今次區議會選舉結果反
映，香港人也願意給機會予主動
參與社區服務的新生代，讓他們
實踐改善社區的想法。

助學生理順生涯規劃消怨氣
邵天虹經常與九龍城的家長及

學生接觸，了解到學習、生活興
趣及職業培養三方面都值得重
視。他說，很多青少年讀書只為
滿足社會及父母期望，並不了解
自己畢業後的就業方向。若生涯
規劃可以理順，讓學生在求學時
期得到啟發，相信失落感可以減
少，亦能疏導他們的怨氣。
對於香港的發展，邵天虹提到，

香港人面對的競爭越來越大，如能放眼內
地和外國，不要局限香港，出路將更多。
他舉例說，內地的網絡媒體及新開發軟件
都比香港領先，以往參與清華大學交流團
時，便曾目睹內地發展迅速，農村受惠於
先進基建，面貌煥然一新。香港已處於樽
頸位，如何發展下去，需要年輕一代深
思。他期望，港人能善用優勢，以開放態
度迎接新發展。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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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義工聯盟日
前頒發個人義工、
青年義工及團體義

工獎項，鼓勵本港義工熱心服務社會，表揚他
們對建設香港付出很大的貢獻。青年民建聯獲
得義工團隊銅獎，對一班關心社會發展的青年
是一份鼓勵和支持。年輕人除了考好成績升讀
大學，獲取理想的工作，提高晉升機會外，服
務社會及解決社會當前的困局，亦是他們未來
應該思考的重要議題。

服務社會 擴視野閱歷
工作是人生的一部分，發掘興趣，將個人的
專長貢獻社會又是人生另一重要里程。人生成
功往往是個人服務社會能力和才華受到公眾認
同和欣賞的過程，期間激發人生不斷努力貢獻
社會，從而創造人生價值。因此，年輕人在學
業和工作上的失意，不用灰心和氣餒，人生的
起起落落並不代表能力不足、落後起跑線。人

具備實力不是天生，實力是透過累積社會經
驗，經過環境磨練出來的，只要年輕人多關心
社會，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並擔當重要位置，提
升個人自信和承擔能力，不要低估自己的潛在
能力，這樣，人才永遠不會被埋沒，努力服務
社會令人生有所成長，擴闊了視野和閱歷，成
功的日子便會愈來愈近。
青年投入社區活動有助培養個人專才和才華，

同時多發掘社會民生議題，關心長者，就政策諮
詢提建議，撰寫研究報告，提供建設性意見予特
區政府，這些參與對特區政府日後施政有極大幫
助。香港發展會影響年輕人的未來規劃，而怎樣
規劃社會藍圖，實掌握在年輕人手裡。青年要改
變社會，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承擔，因此，青年人
不要怕辛苦，小小苦楚等於激勵，不要低估服務
社區的力量，能勇於建設香港，就表達了為美好
香港共同努力和承擔的拚勁。

■張思穎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兼民政事務副發言人

青年義工力量改變社會特首梁振英昨日出席
多項活動，與民同樂。
其中，在與基層兒童及
家長坐飛機環遊香港上
空後，隨即到大埔林村
出席廣西社團總會10周
年盆菜宴。他昨日在
facebook表示，自己出
席廣西社總10周年慶誌
之會員盆菜同樂日，
「逾六千人一起在大埔
林村吃盆菜，場面熱
鬧。」同場還有食衛局
局長高永文、鄉議局副
主席張學明及廣西社團
總會會長鄧清河等，場
面熱鬧。 文：陳庭佳

圖：梁振英
facebook圖片C Y 食 盆 菜 與 民 同 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