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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们夫妻两人经营一个小生

意，每天从早忙到晚都不在家
里。我们有一个八岁的小女儿，
在附近的公立小学读二年级。  
我们每天早上送她上校车去学校
后就出门了，下午三点放学后她
搭乘校车到我们居住的公寓门
口，就用我们给她的钥匙自己开
门回家，家里没有别人。  

我们不忙时会回家接她来我
们的店里。如果实在太忙走不
开，她也能够自己一个人在家等
到我们晚上下班回来。这样子已
经有两年了，一直也没有出问
题。不料昨天有政府福利部门的
人员在警察陪同下来到了我们的
公寓，将女儿带走了。他们走前
告诉我们她暂时被托养在监护人
家，理由是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
我们没有尽到父母照顾幼儿的责
任，女儿的身心都受到了危害。  
并要求我们在48小时内出席法院
听证会。

我们的女儿聪明伶俐，自己
一向都能够很好得照顾自己，不
知道为什么政府官员会把她带
走。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见到
她，不知道她住在哪里，过得好
不好。请问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件
事情？  

黄亦川律师回答：
由于美国许多夫妻双方都需

要工作，将幼儿单独留在家里的
家庭越来越多。美国政府也很关
注父母将幼儿自己一个人放在家
里的问题。各州及地方政府都设
法在学校组织一些放学后的幼儿
照管活动，让幼儿放学后多留在
学校一两个小时，勉强能够缓解
一些家庭的困难。可是有些行业
必须工作到很晚，几个小时的课
后活动无济于事。从事这些工作
的父母不得已只好将幼儿一个人
留在家里。  

这种安排如果被政府幼儿福
利机构发现了，就成了大问题。  
首先小孩会被带走，然后父母会
被调查，如果情节较严重，还可
能被起诉。为人父母一定不能掉
以轻心，务必要想办法解决这个
问题。抱着侥幸不会被发现的心
理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学校老师
都会问学生这些问题。而且就算
没有被政府福利机构发现，老师
在做家庭访问时也会察觉的。

（下接第3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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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14年11月29日，台湾地区地方

公职人员选举（别称“九合一”）结
果出炉。执政的国民党遭遇空前挫
败，在最关键的县市长选举中只获
得41%的得票率，勉强保住6席，最
大的在野党民进党赢得13席，另外
包括台北市长在内的无党籍人士赢
得3个席位。

在台湾地区这次选举之前，很
多学者和专家都预测，这次选举的
结果将是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得票率
很接近，国民党可能会小输。选举
结果出来以后，国民党输得如此惨
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国民党遭
受有史以来最大的挫败，行政院长
江宜桦及国民党秘书长曾永权双双
请辞，就连国民党的党主席马英九
也请辞，要承担这次选举失利的政
治责任。马英九以及其他国民党高
层人员的请辞，并不表明国民党作
为一个政党就垮透了，只是表明国
民党在民主的架构之下，愿意行使
它 的 民 主 政 策 ， 这 是 一 个 好 的 现
象。因为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如
果选民失信于你了，在位的人是一
定要负责任的。

民进党赢了选战，但是赢了选
战也并不代表民进党赢得了老百姓
的民心。七年前的台湾大选，结果
是民进党大输，当时大家都认为民
进党没有希望了。七年之后，民进
党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这代表
台湾的两党政治已经有了基础，选
民决定哪一个党是他们希望执政的
党，这跟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是
完全一样的。政治学者称这种现象
是“钟摆现象”。我们不要认为民
进党执政了，台湾就要独立了。民
进党能不能真正赢得民心，还是要
看 他 今 后 的 政 策 以 及 具 体 施 政 表
现，如果他表现不好的话，选民还
是会回到国民党这一边。这是两党
政治正常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好
现象。

在台湾地区地方公职人员的选
举 中 ， 国 民 党 为 何 会 输 得 如 此 惨
烈？民进党赢在哪里？这次选举的
结果对近期台湾内政的发展以及未
来两岸关系有何影响？中美台三边
关系受这次选举结果的影响将呈现
哪些新的特点？本报特约记者专访
了著名的政治学者，台湾问题专家
凌郎宇教授。

国民党输在何处？
一：马英九领导无方
马英九出生在一个传统保守的

知识分子家庭，受儒家文化熏陶，
马英九养成了正直、诚实、清廉的
品格，是一个好人，但是作为领导
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太过
保守，并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领导
者。不仅民进党反对他，就连一些
国民党的党员也对他很失望。他行
事太过保守，怕做错，不敢放手一
搏。七年前国民党大赢的时候，马
英九本来可以有一番作为的，大家
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结果他怕
错，处处受牵制，这样一来大家对
他失去了信心。在选贤用人上，马
英九也出了问题。他用的都是他的
亲信，他没有用人唯贤，远离了民
众，这是他最大的败笔。

本报特约记者李占举专访台湾问题专家凌渝郎教授

透过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
看台湾的政治走向

二：马英九政府的政策不能获
得选民的认同。

1、民主政治架构下，选民最注
重的是民生问题，例如就业问题、
物价问题、薪水问题等。民生问题
是决定选民选票去向的决定因素。
在全球经济萎缩的大环境下，台湾
虽然做得还不错，但是也并不尽如
人意。

2、马英九政府对大陆政策也
出现了偏差。当时马英九赢，其中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主张亲近中
共的大陆政策。他强调认同“九二
共识”，一个中国，各自有表。马
英九上台以后，全力接近中共，但
是民进党抓住这一点做文章，认为
马英九政府接近中共，是在帮助大
企业家在大陆发展，而并没有帮助
台湾本土经济的发展。最近二十年
来，台湾本土的民族意识很强，他
们希望台湾能够站起来，而不是完
全靠中共，所以马英九接近中共，
台湾人民认为牺牲了台湾的利益。

3、国民党的候选人大都是权贵
家庭出身。过去，依靠父辈或者祖
辈的影响力，政治人物可以像“老鸡带
小鸡”一样把自己的孩子带出来。台
湾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民众不仅
对权贵有了反感，而且选民产生了
自觉，要选贤用人，而不是看家庭
背景选人。这次的选举，像连战的
儿子等人大输，就是选民反对权贵
政治的表现。今后的选举中，国民
党要想翻身，他们的候选人要找一
些年轻有为、有远见的人，而不是
依靠权贵之家。

4、国民党老化，不能够和现
实结合，也是导致他大输的原因之
一。过去国民党的选举机器，是地
方上的“桩脚”（“桩脚”即地方
乡绅等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人），
依靠“桩脚”的活动，来拉选票。
现在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根本就不
听“桩脚”的，而是使用网络和智

能手机来获取信息和发表意见。国
民党根本不能够吸引年轻选民和过
去政治不活跃的族群。

民进党胜在何处？
一：选民不喜欢马英九政府，

不喜欢国民党的政策。
二：民进党文宣做得好
民进党的文宣做得好，基本上

70%的舆论界都控制在民进党的手
中。其实马英九政府做得并不坏，
但是马英九政府做得好的地方民进
党不去讲，执政党只要出一个小差
错，民进党就会拿来大做文章，经
过舆论宣传的报道，小错变大错，
大错简直就是灾难。老百姓在这种
舆论氛围的轮番轰炸下，对国民党
的印象肯定好不起来。今后，如果
国民党的文宣不改进，将来还有可
能一输再输。

三：马英九老了
民进党因为文宣的关系，拉拢

了年轻人、妇女，这是一股政治新
势力。过去马英九赢就是赢在年轻
人和妇女的票上，因为当时马英九
还年轻些，很帅，过去台湾人把马
英九叫马帅哥，现在马英九老了，
对这些选民也就丧失了吸引力了。

四：民进党“地方包围中央的
政策”非常成功。

民进党投资在地方建设上，马
政府注重的是外交、两岸关系等大
的 政 治 议 题 ， 这 些 跟 老 百 姓 比 较
远。这次是地方的选举，选举人注
重候选人对地方议题的重视和具体
举措，这是民进党成功的重要原因
之一。

此次选举的影响
一、近期的影响
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由于民

进党在地方选举大胜之后，它控制
了地方的政治资源，这对民进党的

总统候选人是极为有利的。但是国
民党的人也不要太悲观，民进党当
选的地方首长上任后，如果表现得
不好，这就给国民党以可乘之机。

二、两岸关系的影响
这次选举的结果出来以后，国

民党、民进党和大陆的共产党，三
党都要对两岸政策做调整。国民党
当初赢得选举，他主张的两岸政策
是认同“九二共识”，一个中国，
各自表述，对此，共产党是非常喜
欢 的 。 民 进 党 主 张 的 是 “ 一 边 一
国”的两岸政策，但是如果民进党
上台以后，完全反对“九二共识”，
中共肯定会施压。如果这样，台湾
的经济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老百姓
的日子就不会好过。国民党过去太
接近中共要调整，而民进党太疏远
中共也要调整。共产党如果一再坚
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民进党坚持台
独，则会导致台海关系紧张。如何
维持台海关系的现状，不撕破脸，
采取政治的手腕而不是武力解决两
岸争端，需要大家各退一步，这要
看两岸的决策者是否有更高的政治
智慧。

三、台湾与美国关系
美国一直以来是支持马英九政

府的两岸政策的，因为两岸关系稳
定 ， 对 美 国 有 利 。 台 海 关 系 不 好
时，美国需要介入。这次选举结果
暂时不会影响美国对大陆和台湾的
关系。

总结
台湾这次选举的结果，表明了

台湾的政治日趋走向常规和成熟。
选民是在选人而不是选党，新当选
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就是一名无党
派 人 士 。 台 湾 的 民 主 将 走 自 己 的
路，选举的结果完全体现了台湾人
的民意，台湾在民主化道路上已经
走在了前列，甚至可以媲美于美国
的两党政治。

 时评

12月3日，马英九正式向国民党中常会请辞党主席，为“九合一地方选举”的挫败负责，并向大家深深鞠躬致歉。
（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