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萬榮鄉長補選，退休校長張秋
美贏得勝選。 網上圖片

國民黨勝選市長 花蓮再現「藍天」
魏嘉賢宣佈當選 民眾以選票教訓綠營

民意對蔡新政「百日段考」不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米南、蘇榕

蓉 福州報道）台灣花蓮縣第17屆花

蓮市長缺額補選，被視為台灣「5．

20」後藍綠對決最強一戰。昨日17

時左右，國民黨提名的魏嘉賢自行

宣佈當選，民進黨承認敗選，意味

着民進黨執政6年的花蓮市再現「藍

天」，對藍營士氣有很大幫助，也

有其政治上的意義。據悉，花蓮市

長補選選民人數81,484人，以昨日

投票率約四成計算，投票人數約

32,000人。開票結果，國民黨魏嘉

賢已經超過17,923票，民進黨候選

人張美慧13,958票，魏嘉賢在5時

左右自行宣佈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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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嘉賢表示，會好好把2年4個月的市長任期做完，帶
着市民迎接更幸福的花蓮。

藍營地方補選15連勝
自「2016年大選」後，國民黨已默默在全台補選贏得15

場勝利。魏嘉賢表示，國民黨在今年地方補選15連勝，就
是因為民眾希望台灣政壇要有監督的聲音，「所以這一次
花蓮市長補選，我們希望能回歸地方選舉，這不是『總
統』大選，蔡當局的中央部會不要再來干涉地方，市政回
歸市政。」而花蓮市長補選一役，是民進黨贏得大選後，7
次鄉長、議員選舉補選成績「0勝」（5棄選、2敗）後的
第8戰，身兼黨主席的蔡英文格外重視，不止下達必勝
令，更搭乘專機到花蓮市參加祈福行程，再「巧遇」張美
慧拉抬選情；民進黨大咖包括高雄市長陳菊、桃園市長鄭
文燦、台中市長林佳龍、台南市長賴清德都曾先後往花蓮
為張美慧站台。

兩黨皆曾稱此戰輸不得
這次補選不僅讓藍綠兩黨皆表示「輸不得」，亦引起不

小爭議。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唐德明說，這次選舉，清楚
告訴民進黨不是全面執政就可以為所欲為，「百日段
考」，在民意調查方面，民眾不滿意，而這次花蓮市長補
選，選票是一票票投出來，清楚告訴民進黨必須修正施政
方向與態度，否則接下來的選舉，民眾再會教訓民進黨。
面對國民黨以「蔡英文信任投票」來定義這場選舉，

民進黨內人士則指出，花蓮市長選舉是地方選舉，蔡英
文關心花蓮整體建設，對方試圖挑起藍綠對決，並沒有
實際效果。

退休校長贏鄉長補選
另據中央社報道，花蓮萬榮鄉長補選昨天結果出爐，由
國民黨籍退休校長張秋美勝出，她表示，會盡心盡力做好
任內每件事情，絕對不會辜負鄉親期望。
萬榮鄉前鄉長徐金生因圖利罪遭判刑定讞解職，花蓮縣
選舉委員會昨天舉行補選投票。此次鄉長補選，6人參選，
選舉人數4,911人，有7處投開票所，雖是單一選舉，卻是
歷屆參選人最多的一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花蓮市長補選結
果在眾所矚目中揭曉，國民黨候選人魏嘉賢成功翻
轉民進黨市長執政6年的局面，讓花蓮基本盤藍大
於綠的版圖重新歸位。

奪回失落6年市長位
民進黨籍花蓮市前市長田智宣病逝，遺缺昨天

舉行補選投票。民進黨徵召田智宣遺孀張美慧，
盼守住市長寶座，國民黨則提名花蓮縣議員魏嘉
賢應戰。
選民數約8萬多的花蓮市長補選，引起矚目的原因
在於，民進黨於花蓮市執政6年，必須力求保住此執
政灘頭堡；國民黨則希望以此重整黨內士氣，對藍綠
兩黨陣營來說，都具有指標性、重要性的意義。
兩黨都有輸不得的壓力，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下達

「非勝不可」動員令，除了多位黨籍「立委」到花
蓮助陣，高雄市長陳菊、台南市長賴清德、台中市
長林佳龍、桃園市長鄭文燦等接連到花蓮輔選；台
北市長柯文哲的雙親，也專程為張美慧加油打氣。
國民黨強調，花蓮市長補選投票日正好是蔡當局

執政「百日」，希望選民藉投票為執政黨表現「打
成績」，並將這場選戰層級提升為「政黨對決」。
不僅主席洪秀柱全程緊盯，包括吳敦義、郝龍斌及
胡志強等猛人全力支援，「立委」也輪班前來花蓮
站台拉票。
雖然綠營各縣長輪番站台，卻也激發藍營的團結

氣勢，洪秀柱更傾盡「洪荒之力」固守眷村、社
區，催出更多的沉默藍軍鐵票，讓花蓮基本盤藍大
於綠的版圖重新歸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古
道學者楊南郡昨日凌晨病逝，享壽
86歲。「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表
示，楊南郡即使癌症末期，病逝前2
個月仍親自帶領林務局人員踏查合
歡越嶺古道，把古道歷史呈現給社
會。
楊南郡6月底更親自出席生前最後

一本著作「合歡越嶺道—太魯閣戰

爭與天險之路」新書發表會活動，
呼籲大眾走入山林，親身體驗發生
在台灣這塊土地的故事。
楊南郡從事古道調查40餘年，一

生致力南島語族歷史、文化與古道
的探勘研究，並提倡德國「漂鳥運
動」精神，鼓勵青年在自然中歷練
生活能力。
他的著作及譯註多達30幾本，散

文作品如「與子偕行」、「尋訪月
亮的腳印」；譯註如「生番行
腳」、「台灣百年前的足跡」等，
為台灣古道與文史調查的領航者。
「農委會主委」曹啟鴻表示，楊

南郡是帶領我們走入文化歷史、地
理空間時光隧道的先行者，更開啟
了台灣人的生態視野、自然涵養與
豁達心胸，他對台灣山林古道的貢
獻令人感佩，「農委會」將立即啟
動申請褒揚令。

樸素的襯衣，普通的長
褲，被烈日曬得通紅的臉，
今年 30 歲的台灣青年許少
豪滿臉是涉世未深的純真。

比起在江蘇南京繼承父業的台商二代，或是背
靠祖傳產業的創業台青，許少豪屬於赤手空拳
來到南京，目前依然處於打工階段。他對南京
充滿期待，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在這塊土地上
成就自己實現財富自由的夢想。

1986年出生的許少豪，1997年畢業於台灣元
智大學，專業是媒體設計。大學畢業後，許少
豪從事會展設計、博覽會攤位設計等工作。他
不滿台灣的工時長，感到付出與收入不相稱。
在台灣工作兩年後，他在2012年1月去了加拿
大，於溫哥華的報社《加西周末》做廣告設計
師。他說，「在加拿大的工作量是台灣的十分
之一，拿的薪水卻是台灣的兩倍，生存環境也
很好」。許少豪很懷念在加拿大的日子，可惜
簽證只有一年。

在《加西周末》，老闆是山東人，同事有
上海人、四川人、南京人。許少豪說，南京
人的性格比較溫和，與大陸的同事「相處得
很自在」。

一年後回到台灣，在朋友鼓動下，許少豪
2013年12月拿着10萬元人民幣來到南京發展。

投資失敗 打工遇伯樂
因不熟識大陸市場，許少豪投資朋友的項目

失敗，錢賠盡。不過，他說，「賠了錢，好像
沒有太難過，因為認識了很多大陸的朋友。」

許少豪腳踏實地，受聘在一家台資企業做設
計。2015年聖誕節，他認識了在南京推廣「黃
燜雞」的山東老闆，老闆對他說「你直接來我
們這邊吧，我之後要推什麼東西，你就幫我主
導」。許少豪就這樣成為旺客基餐飲有限公司
的行銷宣傳負責人。他說，「老闆開的條件很
不錯，包吃包住，不用打卡上班，整體工作量
合理，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許少豪強調，「我也不想一直做設計師，要
學經營管理，最終要走上創業的道路，跟着這
個老闆，能直接接觸到創業項目。」

許少豪觀察到老闆評核加盟商，並不是給錢
就得，而是確定能賺到錢才同意你加盟開店，
加盟的人不少都變成了老闆的好朋友。許少豪
說，「這些人後來都自己獨立出來，變成大老
闆。也許我好好幹的話，未來我可以像他們一
樣，有房有車。」

規劃未來 謀自己開店
許少豪認為自己具有「民族情懷」。從小到

大，父親多次帶他去台北故宮，後來，常常給他
看一些雜誌文章，如《中國崛起》、《金磚四
國》等。他相信自己人生的重要機會在大陸。

許少豪天天在做「黃燜雞」的推廣設計，同
時也為他自己的未來設計：成立一個餐飲項
目，有自己的店。

許少豪的目標是在南京取得財富自由。他憧
憬，「到那時，經濟對我已經完全不成問題，
我就可以台灣、南京兩地跑。南京就是我第二
個家，今後可能公司在南京，同時可以隨時照
顧台灣的家人。」 ■記者陳旻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
榕蓉福州報道）蔡英文執
政的第一百天、昨日正巧
遇上花蓮市長補選投票
日，補選的勝負變成了蔡

英文「百日段考」的成績單。台灣中國文
化大學教授鈕則勳接受本報採訪時分析，
花蓮市市長缺額補選是有新聞熱度的選
題，因這是台灣「5．20」後首度補選的綠
營執政縣市，綠營執政後民調不理想，民
進黨目前的氣氛亟須贏得指標性選戰挽回
下跌的民望；而國民黨則希望透過是次選
舉的勝負來檢視蔡新政「百日段考」，亦
欲藉此一戰東山再起。

施政不亮眼難讓人有信心
鈕則勳認為，花蓮整體盤面藍大於綠，

特別是以花蓮市為主，所以藍勝出的機率
會大於綠。再加之花蓮縣長傅崑萁的妻子
徐榛蔚又是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及下屆
花蓮縣長熱門人選，所以傅昆萁肯定是傾
盡全力去動員。鈕則勳表示，任何選舉都
可能和大環境有關係，蔡英文施政並不亮
眼，讓大家對新當局的信心很難建立，造

成民調下滑。而傅崑萁之前曾提出「認為
花蓮人比誰都要環保」，「炮轟發展觀光
卻保護不好花蓮」，讓民眾感覺當局不重
視花蓮情況，這種情形對民進黨選舉相當
不利。

廈門大學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
心社會平台執行長陳先才表示，民進黨之
所以看重此役，矛頭其實指向花蓮縣長傅
崑萁，因為花蓮市的人口接近花蓮縣的一
半，民進黨已在花蓮縣拿下民代席次，如
果此次花蓮市長補選再擊敗國民黨候選人
魏嘉賢，對綠營日後攻下花蓮縣將是一大
利好，有望展開進一步佈局。換言之，這
場花蓮市長補選可謂是下屆花蓮縣長選舉
的前哨站。陳先才稱，蔡英文剛上任時，
「交通部長」賀陳旦接受媒體訪問主動提
出「蘇花改」（台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
善計劃）都不要再蓋，造成花蓮鄉親期待
有相當大的落差。 而最近花蓮觀光產業受
創嚴重，團客、陸客、個人遊大幅下降，
陸客來台人數遞減對花蓮觀光業的衝擊
大，新當局推出的「南向政策」緩不濟
急，眾多因素令花蓮民眾對蔡英文施政不
滿，對蔡英文投下不信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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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評社報道，軍公教警暨退休團體9
月3日大遊行，正密鑼緊鼓地籌備。台灣各級公教退休人
員總會總會長謝介銘前日表示，他已經與全台灣的軍公教
警暨退休人員聯合總會總會長胡志強共同具名，發函鼓勵
軍公教警暨退休（伍）各協會的理事長、友會，目標號召
10萬人於9月3日上凱道「向蔡英文怒吼！」。
謝介銘表示，由「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主辦的九
三大遊行，目標要號召10萬人以上，總會在全台各縣市
都有公教人員退休協會，他已發函給全台各縣市協會全
力響應。他自己除捐出1萬元新台幣，以總會名義捐助
大遊行主辦單位外，當天還將率領總會幹部與各協會同
仁踴躍參加，並將動員家族在台北 「二二八公園」聚
集，力挺軍公教警勞大聯盟的遊行。

促讓年金制度回歸法制
謝介銘表示，9月3日上街抗議，目的有二：首先，告
訴主政者對年金改革的嚴正訴求，就是反污名化、還我
尊嚴、捍衛合法權益、堅持信賴保護、反對溯及既往、
讓年金制度回歸法制。其次，全台軍公教勞團結展現毅
力與實力，因為，沒有實力，就沒有發言權，也不可能
受尊重。

謝介銘說，從「太陽花學運」違法佔領「院會」、佔
領台灣最高行政機關的殿堂，震驚海內外，結果卻沒
事、無罪；華航罷工、抗爭，主政者立即照單全收；歷
時近3年的「國道」收費員抗爭案，「行政院」宣告由
政府專案補貼、全民埋單而落幕。這讓他們深切地體會
到，唯有以實力強勢地對抗，才能使主政者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謝介銘說，「9．3」站上凱道，要向蔡當局表達四個
訴求：第一，改革必須堅守程序正義，秉持民主法治原
則。第二，誠信是當局最基本的核心價值。第三，堅持
法律不溯及既往之法律原則。第四、財務失衡不得作為
放棄法律原則之藉口。
他指出，絕不容許主政者假藉「改革」之名，表面上
弄了一個「年金改革委員會」，卻不成比例地聘任現職
官僚與一片綠油油的委員，其中隱藏的「政治打手」與
「投票部隊」已逐漸浮現，天天利用媒體、名嘴、打
手，以「下一代養上一代」的話語，恐嚇「年輕人」、
利用「年輕人」鬥老人，以「民主」的假象，製造世代
對立、族群撕裂，甚至將軍公教全面地污名化。台灣年
金改革委員會委員之代表性、正當性與比例性均受到高
度質疑，不可以「多數暴力」強行打造年金改革方案。

10萬軍公教休人員 9．3凱道向蔡怒吼

台古道研究權威楊南郡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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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少豪希望在南京實現自己的夢想。
記者陳旻攝

■花蓮市長補選，國民黨魏嘉賢（右）
宣佈當選。圖為魏嘉賢和妻子開心宣佈
當選。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