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秀柱誓言「重建家園」
得票率56% 國民黨誕史上首位女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中國國民黨主席補選結

果昨日傍晚出爐，洪秀柱以

7.8萬餘票當選，成為國民黨

史上第一位女性黨魁。洪秀

柱當晚發表當選感言表示，

感謝大家讓她有機會彎下腰

撿起第一塊磚頭，在廢墟中

重建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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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柱1948年4月7日出生於台灣台北縣（現為新北
市），祖籍浙江餘姚。1970年，洪秀柱從台灣「中國
文化大學」法律系畢業。1991年取得美國密蘇里州東
北大學教育碩士。因敏捷機智、咄咄逼人的問政風格，
得到台灣政壇「小辣椒」的封號。

1989 年台灣地區第 1 屆「立委」最後一次增額選
舉，國民黨首度辦理黨內初選，曾任基層黨職的洪秀
柱決定爭取提名，3 個月後成功當選「立委」。此
後，洪秀柱開始連續擔任8屆「立委」，2012年2月

1日高票當選台灣「立法院」副院長，這是台灣女性
首次當選這一職務。同年2月15日，她當選為國民黨
副主席。

2015年7月19日，國民黨提名洪秀柱參選2016年台灣地
區領導人，對陣民進黨參選人蔡英文。2015年10月17日，
國民黨召開臨時全代會，廢除洪秀柱提名，徵召朱立倫
角逐2016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

2016年1月20日，洪秀柱宣佈
參選國民黨主席。3月26日，國
民黨舉行黨主席補選，洪秀柱當
選黨主席。 ■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晚報》
報道，馬英九昨天接受CNN專訪時指
出，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過去一年當
中，多次強調「九二共識」的關鍵，最
近又特別強調過，大陸堅持「九二共
識」的態度並沒有改變。
馬英九表示，因為在「一中各表」的

前提下，台灣會有一些發展空間，這個

政策獲得一半以上台灣人民的支持。馬
英九希望繼任者能仔細地考量支持「九
二共識」的做法，這樣會使得兩岸關係
非常平順，使得台灣不論是在發展國際
關係或在其它方面，都會有一個更友善
的環境。
被問到國民黨在今年初「大選」落

敗，與他的大陸政策有沒有關係時，馬

英九表示，當然是有些人反對他的大陸
政策，不過不是多數，尤其從今年1月
16日舉行的「大選」中看得非常清楚。

「反對我大陸政策不是多數」
馬英九指出，他在過去將近8年中所

打造的一個現狀，實際上獲得絕大多數
人民的支持，近日陸委會所做的民調還

顯示，有86%的人民支持維持現狀，這
也就是為什麼在這次大選中的三個候選
人，不論是執政黨或反對黨，都主張維
持現狀，而這個現狀是我們在過去7年
多所創造出來的。也就是因為大家都主
張維持現狀，所以這項政策在這次大選
當中並沒有進行太多辯論，大家就視為
當然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國
民黨主席補選昨日投開
票。此間專家指出，雖
然「重用中生代、培養

新生代」已經成為多位參選者的承諾，然而從參
選者本身來看，均屬於「40後」和「50後」。
八年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開始帶領民進黨為敗
選反思時，只有52歲。相形之下，「百年老
店」國民黨暮氣沉沉。專家指出，國民黨正面臨
新人上升通道不暢，接班人斷檔困境。

無根基年輕人在黨內難出頭
本屆中國國民黨主席補選共有前「立法院副院

長」洪秀柱（68歲）、國民黨代理主席黃敏惠
（57歲）、「立委」陳學聖（59歲）與台北市
議員李新（63歲）4人參選，其中自稱「在四位
候選人中最年輕，代表改革、團結的力量，選我
就是世代交替」的黃敏惠，也已經超過57歲。
此外，國民黨內目前活躍人物，如前台北市長郝
龍斌（64歲）、新黨主席郁慕明（76歲）、馬
英九副手吳敦義（68歲）等，也均屬於「40
後」和「50後」，而國民黨榮譽黨主席連戰更
近80歲高齡。

國際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于強日前在內
地媒體撰文指出，導致國民黨年輕人才斷檔，首
先因為制度上的障礙。根據黨主席選舉辦法，想
參選國民黨主席，首先必須擔任過國民黨中央評
議委員或中央委員，然後要得到3%以上黨員連
署。這種高門檻使得一個毫無根基的年輕人想要
在國民黨出頭，至少要經過兩代人的努力。
其次，家族政治也令年輕人感到不公，提拔上

的「拚爹」默契要突破可謂難上加難。于強認
為，國民黨內的精英遞補機制，本身也主要不是
看能力而是看出身。國民黨並非沒有年輕的政治
人物，但這些年輕的政治人物身後，都有一個
「厲害」的家族。

用人風格阻礙新人上位
此外，于強指出，國民黨用人風格阻礙新人上

升通道。國民黨稍微年輕點的「立委」候選人，
都是國民黨過去高級領導或者地方派系的二代，
而國民黨「立委助理」，還未有上位成功的先
例。助理上不來，源於老「立委」不離開。
「國民黨在朱立倫辭職後，能不能用高標準黨

內民主手段開放年輕人參與選舉，將是國民黨能
不能從廢墟中站起來的第一役。」島內選舉民調
專家洪永泰教授如是警告。

香港文匯報訊 台
灣中央社報道稱，
中國國民黨昨日終
於補選出黨主席。
這屆黨主席僅1年
多任期，不但肩負
着帶領國民黨改革
的重任，也考驗國
民黨完全在野後，
如何佈局2018縣市
長選舉。
國民黨要想振

作，改革是其中也
是唯一的道路。如
今，和去年打「總

統」選戰內外交迫的情況有些類似，對內，國民
黨勢必要因應敗選檢討進行組織改造、吸引青
年、找回民心等的種種改革；完全在野的國民
黨，未來黨中央如何和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合

作，共同發揮戰力，也是一項考驗。
對外，則要面對外界對國民黨產的撻伐；尤

其，「5．20」民進黨政府完全執政後，將推不
當黨產條例草案，面臨可能的清算鬥爭，國民黨
行管會日前才估算過，目前黨產的現金流量不
足，1年有新台幣8億元缺口，若以公司經營作比
喻，「經營不善隨時可能倒閉」。黨產議題有沒
有可能化危機為轉機，考驗着新任主席洪秀柱的
智慧。

任期1年多屬改革圖存關鍵期
改革之路漫長，以選戰佈局來說，國民黨「調

整體質」的時間恐怕沒有那麼多，馬上要面臨
2018年地方縣市長選舉，國民黨目前6都執政僅
剩新北1都，台中以南全面綠化，無論是要深耕
蹲點、還是推出刺客突擊，黨主席都必須要有前
瞻策略，提早因應規劃。
這屆黨主席任期雖然只有1年多，卻是國民黨
改革圖存的關鍵期，而非過渡期。

洪秀柱在核心幕僚毛嘉慶、游顥的陪同下來到
中央黨部發表當選感言。她說，在這麼重要

的日子，感謝老天給了一個好天氣；感謝大家不
管是不是投洪秀柱，在黨最艱困、慘淡的時候不
離不棄，用實際行動展現出對黨的積極參與，我
們發現黨員同志的心是在一起的，心在一起就能
團結，國民黨就有明天和希望。

國共論壇等平台將持續
洪秀柱感謝這麼多黨員同志對她的堅定支持，
在黨渙散、低迷的時候選擇支持她，讓她有機會
「彎下腰撿起第一塊磚頭，在廢墟中重建家
園」。她說，前面路途很長，各種艱險挫折很
多，但她絕對相信，只要大家情義相挺在一起，
她一定做到她的承諾，「鞠躬盡瘁、竭盡所
有」，為黨的重生、再造努力不懈。
洪秀柱回答記者提問時還表示，目前沒有訪問
大陸的計劃，但國共論壇等平台，還是會持續走
下去，對對岸多一份了解，未來會有多一份成功
的把握。
有觀察指出，國民黨先前輕忽「換柱」帶來的
風波，2016年「大選」與2012年相比，流失了
300萬選票；未竟的「總統」路卻墊高了洪秀柱
的聲勢，洪比其他候選人多跑了11個月的基層，
也造就她在這場黨魁之爭的高人氣。

投票率當選得票率歷屆最低
過去歷屆的國民黨主席選舉，投票率均在五成
左右，2015年前主席朱立倫同額競選黨主席，投
票率高達58%。但此次黨主席補選，雖參選人最
多，選情卻堪稱最冷清。投票率（41.61%）與洪
秀柱的當選得票率（56.16%）均創下2001年以來
黨員直選黨主席的最低紀錄，跌破2005年馬英
九、王金平競選黨主席時投票率50.17%、馬英九
得票率72.4%的最低防線。
當選黨魁的洪秀柱僅有1年多任期，至2017年
7月底。如何進行組織改造、吸引青年、贏回民
心，如何處理黨產問題，以及如何面對完全在野
的劣勢；2018年地方縣市長選舉也已只在一步開
外，國民黨目前6都執政僅剩新北1都，台中以南
全面「綠化」，現有局面如何佈局，對於國民黨
和洪秀柱來說，都是極大的考驗。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新社報道，中共中
央總書記習近平昨日
致電洪秀柱，祝賀
她當選中國國民黨
主席，希望國共兩
黨以民族大義和同
胞福祉為念，繼續
堅 持 「 九 二 共
識」、反對「台
獨」，鞏固互信基
礎，加強交流互動，
共同維護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台海和平穩
定，同心為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
奮鬥。
同日，中國國民

黨主席洪秀柱覆電
習近平表示感謝，
指出兩岸同胞同屬
中華民族，期盼兩
黨繼續秉持「九二
共識」，進一步強
化互信，深化合
作，共同為兩岸同
胞創造更多利基與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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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參選人所得票數
參選人 票數 得票率

洪秀柱 78,829票 56.16%

黃敏惠 46,341票 33.02%

李 新 7,604票 5.42%

陳學聖 6,784票 4.83%

資料來源：中通社

馬英九籲蔡英文支持「九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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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舉行的中國國民黨主席
補選，創下有史以來最多人參
選紀錄。「小辣椒」洪秀柱高
票當選，但在未來一年半的任
期，她肩上的擔子卻並不輕

鬆，可謂「內憂外患」。黨內，如何維持團結，
對自身動刀改革，用壯育青等等，都是一道道棘
手難題；黨外，民進黨步步緊逼，熱炒「清算黨
產」、「轉型正義」等，而未來如何重拾台灣民
心更是任重道遠。

有島內人士把國民黨現狀比喻為「入住重症監
護室」。但是，國民黨也絕非鹹魚翻身無望，它
還有一道殺手鐧：兩岸牌。接下來，如果蔡英文
在「5·20」及其後仍不接受「九二共識」，則在
「習馬會」之後達到巔峰的兩岸官方交流將急速
下滑，兩岸關係甚至可能因為民進黨的錯誤言行
滑向惡性對抗深淵。

可以說，當前兩岸關係的牌，既在蔡英文手
中，也在洪秀柱手中，一切皆看兩個女人如何選
擇。「小辣椒」此前曾公開表示，如果民進黨的
兩岸政策讓人民的福祉受損，國民黨絕不能坐視
不管，國民黨應該啟動「國共平台」。洪秀柱當
務之急，就是理清國民黨對「本土」和「非本
土」的路線之爭。未來若國民黨拋棄兩岸牌，跟
在民進黨的後面比「深耕本土」，恐怕不僅會進
一步失去基本盤，還將永遠走不出「重症監護
室」，再也找不到翻身出路。 ■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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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主席上任 聚焦2018選戰

國民黨臨「新生代」危機

■■洪秀柱當選新任中國國民黨主洪秀柱當選新任中國國民黨主
席席，，昨晚間在中央黨部發表當選感昨晚間在中央黨部發表當選感
言前向媒體揮手致意言前向媒體揮手致意。。 中央社中央社

■蔡英文致贈花籃恭喜洪
秀柱當選。 中央社

■■洪秀柱的支持者高舉洪秀柱的支持者高舉「「挺柱挺柱」」
標語標語，，為洪秀柱打氣為洪秀柱打氣。。 中央社中央社

■■馬英九昨日到馬英九昨日到
台北市強恕高台北市強恕高
中中，，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黨
黨主席補選投黨主席補選投
票票。。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