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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敬愛的各位讀者您好，感謝您的長期支持與

愛護，使我們能夠繼續前進；國內政黨初選的紛

擾已逐漸明朗，但是區域與國際局勢卻危機四

伏。本期通訊文章分別討論日本問題、美中關

係、轉型正義與六都治理民調，敬請各位讀者惠

賜指導。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研

究員林彥宏分析，對於F35有那麼多的負面評

價，日本還執意且追加採購105架，其主要原因在

於，美日間所存在的貿易問題。美國針對日本外

銷到美國的汽車，從先前的 2.5%關稅提高到

25%，並且威脅日本，將限制「日本汽車進口到

美國的數量」。日本在追加採購F35後，2019 年 2

月，德國政府針對下一代戰機的採購案上，決定

不採購F35，而是採用航空自衛隊不考慮的颱風

戰鬥機（Eurofighter Typhoon）及 F/A18 的兩種機

型，日本或許應該重新向德國請益，該如何選定

下一代戰機。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張人傑

認為，既然美中的結構矛盾嚴厲，為何川習還能

笑臉相迎的坐下來談呢？川普首席經濟顧問庫

德洛（L. Kudlow）最近說，美國將繼續堅持要求

中國進行經濟結構改革，但是「從股市的反彈情

況來看，我認為市場表明，談總比不談好」，川

習雙方坐下來會談為的可能只有象徵意義，但是

為什麼選在G20呢？G20做為 2008年金融危機後

的一個大雜燴，對於毫無信任基礎的中美雙方，

G20 是中國比較熟悉的一個場合，G20也是 

一個各自為政（egoists）的、難以期待的論壇，

也許這正是川習雙方各取所需的上選之一。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訪問學者曾建元表

示，我國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轉型正義性質有

一個根本的區別，東歐國家的民主轉型屬於置換

（Replacement）模式，也就是革命，是更改國號

或重新制憲後的新政權對舊政權的政治清算和

責任追究，我國則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從國

民黨執政時期便開始在民主化後對於自身威權

統治之國家不法責任的承擔。關於《促進轉型正

義條例》的實施和解釋，在既有中華民國憲法秩

序的框架下，對於中華民國在兩岸分裂以及民主

轉型前後的國家同一性問題，乃需要有正確的理

解。 

  新台灣國策智庫於 2019 年 06 月 21 日，召開

「六都市長就職半年施政總體檢與2020大選初

探」民調發佈記者會，整體而言，六都城市近半

年退步排名：高雄市退步最多、其次依序為臺中

市、臺北市。在總統選舉方面，對於有可能參選

的北高兩市市長，在地的民眾似乎都不贊成，臺

北市民的意見更是極端，支持柯市長選總統的只

有18.1%，不支持者高達74.6%；全國民眾對韓市

長參選總統的支持度只有30.9%；高雄市多數市

民並不支持韓市長去競選總統。在六都民眾政黨

傾向方面，國民黨29.1%、民進黨29.8%、時代力

量14.8%，顯示民進黨立委席次在明年可能縮

減，而時代力量則相對有機會，我們可以看出台

灣政治版圖的變化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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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採購F35戰機之省思 
 

林彥宏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研究員 

 

 

019 年 4 月 9 日，日本航空自衛隊最新隱形

戰機 F-35A 在青森縣外海失事墜落，經過兩

個月的調查，日本防衛相岩屋毅 6 月 10 日表示：

「該飛行員可能在高空失去平衡，陷入「空間迷

航」（spatial disorientation），失事墜海。機體的本

身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將會繼續對飛行員進行

教育訓練及徹底檢查戰機的狀況，若確定無缺

失，將再度針對同機型的 12 架戰機進行開放訓

練。」 

  川普總統曾經公開表示：「日本宣布將追加

購買 105 架的F35。日本是同盟國中，擁有最多F35

戰機的國家。」對於日本，大手筆的軍購，川普

總統舉取大拇指表示歡迎。 

  2018 年 12 月 18 日，日本政府所公布新修訂

的「防衛計畫大綱」及「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

中，就已經確定要追加 105 架的F35戰機，採購經

費將超過 1 兆 2600 億日幣以上，這項採購案或多

或少有助於減緩目前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紛

爭。4 月 9 日，F-35A 墜機後，日本政府仍不更改

其政策，持續支持這項採購案。日本航空自衛隊

目前所擁有的F-15戰機有 201 架，預計將 99 架無

法升級的舊型機種淘汰，換裝成F35。F35將成為

航空自衛隊數量最多的機種。 

  2019 年 3 月 12 日，美國發表一個令人匪夷

所思的消息。美國國防部在 2020 年度預算中，針

對戰鬥機採購，將編列「10 億 5000 萬美金採購 8

架 F15EX」「2020 年～2024 年將採購 80 架 

F15EX」。也就是說，日本預計除役的 F15 戰機，

美國政府決定在未來購買 88 架。美國考慮的當

然不是 F15C/D 型對空專用的舊機型，而是對地、

對艦的 F15EX 型的攻擊戰鬥機。然而，美國為何

會採購 40 年前所開發的機型？根據美國聯合參

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小約瑟夫・F・鄧福德統上將

（Gen. Joseph F. Dunford Jr.）3 月份美國眾議院軍

事委員會中提到：「F15EX 機體本身比F35的售價

便宜一半，維修及後勤保養上，也只需要花費F35

的一半價錢。另外在機體壽命上，F15EX 比F35多

一倍。」但是，「美國的空軍主力戰機還是會以F35

為主，絕對不會背離這項政策。」 

  關於 F15EX（美國波音公司製造）與 F35（美

國洛克希德馬丁製造）的性能比較，F15EX 有 3

大優勢。第一、導彈與飛彈的搭載量多於F35，

第二、飛航距離比F35遠，第三、數度比 F35 快。

當然，F35並不是沒有任何優勢。該機型最大的

特徵在於，它的匿蹤特性，不容易被雷達發現。

但在戰鬥攻擊性能上略遜於 F15EX。 

  然而，對於F35有那麼的負面評價，為何日

本還執意且追加採購 105 架。其主要原因在於，

美日間所存在的貿易問題。美國針對日本外銷到

美國的汽車，從先前的 2.5%關稅提高到 25%，並

且威脅日本，將限制「日本汽車進口到美國的數

量」。 

  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採購 F35 一案有兩項盲

點；第一，將尚可使用的 99 架的 F15 戰機除役，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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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本在國內原已投入 1870 億日幣在三菱重

工所成立的F35組裝生產線，因安倍政權執意直

接向美國購買，此生產線將不再使用。 

  川普總統清楚了解美國會計檢查院（GAO）

所公布的F35有嚴重的缺陷，在未來也無法順利

解決的情況下，並且美軍重新採購 F15EX 的雙重

矛盾中，持續對日本推銷F35戰機，讓日本相信

大量從美國購買武器，將有助於美日間在自由貿

易上的談判，讓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額減少，

川普總統不愧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業務員。 

日本在追加採購F35後，2019 年 2 月，德國

政府針對下一代戰機的採購案上，決定不採購

F35，而是採用航空自衛隊不考慮的颱風戰鬥機

（Eurofighter Typhoon）及 F/A18 的兩種機型，日

本或許應該重新向德國請益，該如何選定下一代

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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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談判在 G20 將峰迴路轉？ 
 

張人傑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 

 

 

將召開的G20大阪峰會，對於苦心佈局的安

倍可說亦喜亦憂。喜的是世界重要國家領

袖齊聚大阪，兌現了安倍元旦致詞「我將果斷進

行戰後日本外交總清算，2019 是日本成為世界的

中心並發揮積極作用的一年」的誓言，透過安倍

的穿梭外交與元首外交，使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

日本能展現大國地位，得以與歐美中俄五足鼎

立；憂的是安倍精心設計的自由貿易、數位經濟

與環境保護議題，因喧囂的伊朗情勢與香港反送

中抗爭而失焦，安倍的風采與日本的地主角色，

也完全被川習會搶盡鋒頭。大阪G20中美貿易談

判的重新開啟，被認為是世界經濟的轉捩點。 

  瀕臨分裂、墜崖邊緣的世界經濟，會在G20扭

轉乾坤嗎？川普與習近平預計六月29日利用G20

大阪峰會，舉行川習會恢復已經中斷的貿易問

題，會前北京媒體一面倒的歌頌中美友好釋出善

意，習近平更適時訪問朝鮮時表態解決韓半島問

題的意向，在美中貿易戰中被認為是鴿派的美國

財政部長曼努親（S. Mnnuchin），也在會前配合放

話「美中貿易協議已經完成 90%的進度」，一時

之間美國股市全面大漲，接著中國副總理劉鶴透

過電話敲定，與美國貿易代表賴希澤（R. 

Lighthier）及財政部長曼努親，決定恢復貿易協

商，使得國際經濟在G20前夕呈現一片祥和樂觀

的氣氛。 

  美中在G20釋出善意與放低身段，表示貿易

戰即將落幕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惡兆之一就 

是峰會的會前會，六月八、九日在福岡舉行的G20

財政部長與中央銀行行長會議，曼努親面對關稅

戰的指責除了反駁就是極力撇清，六月九日在茨

城縣筑波市舉行的G20貿易部長會議，賴希澤更

是以缺席應對，可見美國並沒有借重G20平台的

打算；川普在出發前往大阪行前，以退為進的表

示考慮暫緩新一輪關稅，或者降低稅額至 10%的

水準，但是這些關稅的宣稱只有口惠而非實至，

因為關稅如同南海問題、台灣關係等，對川普而

言可說只是對中施壓工具與籌碼，面對美國伸出

的胡蘿蔔，老謀深算的中國當然不會輕易上鉤，

所以在習近平行前中國一再強調只是開會，針對

劉鶴去電華盛頓要求會談，中國商務部更強調川

習會完全是美國的請求。中方事先的消毒顯示其

態度的游移與戒慎，由此也可預見川習會的不可

樂觀。 

  美中的矛盾是經濟體制的戰略性競爭，同時

是兩極世界的分歧，這是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的

（Atlantic Council）著名斷言；美中兩國從關稅、

經濟、科技進入軍事的爭奪，實際上已經全面展

開「新冷戰」，貿易談判不過是地緣經濟的一環，

耶魯大學的羅奇（S. Roach）甚至認為「貿易只是

美國打擊中國的藉口，中美摩擦的本質是經濟主

導權之爭」，背後追求的是地緣政治的強權地位

與目標，期待雙方的真正妥協將是緣木求魚，如

同美國前財政部次長亞當斯（T. Adams）所說，「美

國對中強硬路線已經達到『均衡點』，看不出有

何黨派差異」，因此美中關係勢必難以在短期內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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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川普面臨強硬的跨黨派一致要求，習近平

需要應付民族主義，雙方都有不能示弱的理由，

這也是日本著名的丸紅社長斷言美中貿易戰須

耗時十年才會落幕的理由，。 

  既然美中的結構矛盾嚴厲，為何川習還能笑

臉相迎的坐下來談呢？解鈴還須繫鈴人，川普首

席經濟顧問庫德洛（L. Kudlow）最近說，美國將

繼續堅持要求中國進行經濟結構改革，但是「從

股市的反彈情況來看，我認為市場表明，談總比

不談好」，川習雙方坐下來會談為的可能只有象

徵意義，但是股票指數上揚與降低失業率是競選

連任的川普的需要，自認「經濟底氣」足夠且無

任期限制的習近平則得到以拖待變的時間，但是

為什麼選在G20呢？G20做為2 0 0 8年金融危機後

的一個大雜燴，對於毫無信任基礎的中美雙方，

G20是中國比較熟悉的一個場合，G20也是一個各

自為政的（egoists）的、難以期待的論壇，也許

這正是川習雙方各取所需的上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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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同一性與轉型正義的法效力問題 
 

曾建元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訪問學者 

 

 

國的轉型正義社會工程，並非始於 2017 年

12 月《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公布施行，

早在 1995 年即先後有《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

復條例》、《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二二

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1997 年有《戒嚴時期

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的頒行，只

是重點放在對於政治受難者的權利回復與損害

賠償，原因在於臺灣的民主轉型屬於變革

（Transformation）模式，或稱「協商式轉型」

（Negotiated Transition），是威權黨國主導，而在

反對勢力的競爭與合作下的過程，在這種情況

下，黨國只想要轉換其統治的正當性基礎，不願

意讓自己的聲名受到太多傷害，甚至最終遭到政

治清算，因此轉型正義工程要想處理國家不法案

件中的具體加害者責任問題，就受到了黨國舊勢

力的迴避與抗拒，乃至於反撲，所以當時李登輝

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根本就不願意去面對蔣

中正和蔣經國兩代統治臺灣的歷史功過，以及開

放政府檔案紀錄和同意依證據調查眾多個案的

事實真相。 

  另一個促進轉型正義和政治平反的重點，則

是限定在臺灣的二二八事件及其後臺灣地區（臺

灣、澎湖、金門、馬祖、東沙和南沙）戒嚴期間

的政治案件，這和中華民國實際疆域就在臺灣有

關，而臺灣既已實現了民主轉型，所以臺灣人就

進一步可以運用手中的主權要求國家實現轉型

正義。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立法，是奠基在民 

主進步黨第二次執政且是完全執政的政治條件

上，對國家不法的追究，則突破了原定二二八事

件和戒嚴時期的範圍，而指向威權統治時期，而

威權統治時期，依第 3 條之界定，係指 1945 年 8

月 15 日至 1992 年 11 月 6 日之間，且地域未明文

限定於臺灣地區。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對聯合國投

降，且宣布放棄了臺灣主權，但中華民國直到 10

月 25 日才代表聯合國接收臺灣，並宣布設立臺

灣省，納入版圖。中華民國未在臺灣實施統治行

為之時期，則何來威權統治下之國家不法？但

1945 年 8 月 15 日之後到 10 月 25 日，中華民國卻

在中國大陸實施訓政，而且從 10 月 25 日接收臺

灣之後，中華民國威權統治的地域範圍，是橫跨

臺灣海峽兩岸的，期間歷經了 1947 年 7 月國民政

府針對中國共產黨頒布〈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叛亂

令〉而就此展開的動員戡亂時期，12 月在戡亂戰

爭中開始的行憲，1948 年 12 月全國戒嚴，1949

年 5 月臺灣戒嚴、直到 1949 年 12 月戡亂失利中

央政府被迫由四川省成都市遷移至臺灣省臺北

市，而且此後中華民國還是持續控制著大陸邊界

部分地區，1955 年 2 月撤出浙江省大陳列島，當

前兩岸分治的政治版圖才告確定。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

例》明定只補償〈全國戒嚴令〉範圍內的金門馬

祖以及〈臺灣戒嚴令〉涵蓋的臺灣與澎湖等中華

民國目前所統治地區發生的政治案件受難人，這

意味著中華民國對於〈全國戒嚴令〉實施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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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地區（新疆、西康、青海及西藏除外）政

治案件不予處理。再者，1999 年頒行的《國軍軍

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損害補償條例》，於其第 2 條

明文規定補償之範圍只限 1949 年 12 月 9 日中央

政府遷臺後之臺灣地區人民，一刀切地排除掉

1949 年 12 月 9 日之後中華民國還實際統治一段

時期的大陸地區戰爭損害而不予軍事補償。這些

地區包括雲南省蒙自縣與開遠縣周邊地區（至

1950 年 2 月 20 日）、西康省西昌縣（至 1950 年 3

月 27 日）、海南特別行政區（至 1950 年 5 月 

1 日）、福建省東山縣（至 1950 年 5 月 12 日）、

浙江省舟山群島各縣（至 1950 年 

5 月 19 日）、廣東省萬山縣（至 1950 年 8 月）、

和浙江省大陳列島（至 1955 年 2 月）。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威權統治時期」

概念遠大於「戒嚴時期」，地域效力也未規定，

也就創造出與既有轉型正義工程時空效力之間

的判斷餘地，此該如何解釋。依本文之見，這就

需要與中華民國在 1949 年 10 月前後的國家同一

性問題來結合思考，也就是說，當中華人民共和

國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國之後，在法理上，可認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以鎮壓反革命運動為中國

大陸人民在法律和政治上清算了中華民國在中

國大陸地區的國家不法責任，所以中華民國方只

需要處理臺灣地區人民的問題，這也就意味著

1949 年 12 月遷都臺北以後的中華民國與之前的

中華民國是不完全的國家同一性關係，只承擔臺

灣地區的國家責任，因此 1952 年《中華民國與日

本國間和平條約》只承認中華民國對於臺灣地區

（臺澎金馬）的主權和國際法權利，日本對中國

大陸地區的戰爭責任必須靠 1978 年《中華人民共

和國和日本國和平友好條約》來了結，因而中華

人民共和國只能是中華民國的部分國家繼承，這

也在中日結束戰爭狀態的和平條約締結實踐上

獲得證實。 

  我國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轉型正義性質

還有一個根本的區別，東歐國家的民主轉型屬於

置換（Replacement）模式，也就是革命，是更改

國號或重新制憲後的新政權對舊政權的政治清

算和責任追究，我國則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從國民黨執政時期便開始的在民主化後對於自

身威權統治之國家不法責任的承擔。關於《促進

轉型正義條例》的實施和解釋，在既有中華民國

憲法秩序的框架下，對於中華民國在兩岸分裂以

及民主轉型前後的國家同一性問題，乃需要有正

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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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1「六都市長就職半年施政總體檢 

與 2020 大選初探」民調記者會評論 
 

編輯部 

 

 

 

達格蘭基金會執行長、高雄市議員陳致中

認為，智庫這份民調顯示，韓國瑜市長的

神話已經破滅；就任半年，韓市長滿意度 35.4%，

六都倒數第二，不滿意度56.7%，居六都之冠，

如果今天重選市長，陳其邁將以53.4%擊敗韓國

瑜的 34.8%。 

  韓國瑜市長民意崩壞的主因有三：第一是市

政治理能力不足，半年以來市長跟市府團隊仍端

不出具體的牛肉。第二是市長面對代表民意的議

會監督的傲慢與打混，完全無心於本務、中途落

跑選總統已成他如影隨形的致命傷。第三是在香

港反送中、台灣人民對北京政權厭惡與恐慌升高

時，韓國瑜對一國兩制曖昧不清的立場，勢將成

為他選總統之路的阿奇里斯之腱。 

  這份民調另外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是網路

聲量不等於施政的滿意度，韓國瑜市長的網路聲

量極高，但多數市民其實不滿意，柯文哲市長的

網路聲量居第二位，惟市民不滿意度仍高於滿意

度 2.4%。反觀鄭文燦市長、侯友宜市長在網路討

論的聲量均敬陪末座，卻都以實事求是、專注市

政的表現在施政滿意度上分別取得 82.1%、62.5%

之壓倒性成功。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李明峻教授表示，對 

蔡英文總統感到滿意的比例上升13.8％，不滿意

度減少 4.8％，回到 2017 年的水準，民眾對民進 

黨執政的滿意明顯增加。六都市長大致可分為三

組，連任的第一組中，桃園市長鄭文燦上任至今

的表現相當亮眼，滿意度一路攀升至歷史新高

（82.1%），但柯市長不滿意度（47.1%）還高於滿

意度（44.7%）。新人但同黨的第二組中，近八成

民眾認為侯市長上任半年來和朱市長時代相比

差不多（77.2%），黃市長上任半年來和賴市長時

代相比差不多（78.4%），這兩市的民眾基本上認

為變化不大。在第三組政黨與市長均發生更替的

兩市中，整個情況則出現激烈變化，盧市長與韓

市長兩位都是不滿意度（48.4%、56.7%）還高於

滿意度（34.7%、35.4%），特別是高雄市的不滿意

度最高，超過五成以上。     

  整體而言，六都城市近半年退步排名：高雄

市退步最多、其次依序為臺中市、臺北市。在總

統選舉方面，對於有可能參選的北高兩市市長，

在地的民眾似乎都不贊成，台北市民的意見更是

極端，支持柯市長選總統的只有18.1%，不支持

者高達74.6%；全國民眾對韓市長參選總統的支

持度只有30.9% ；高雄市多數市民也並不支持韓

市長放棄高雄去競選總統。 

  在六都民眾政黨傾向方面，國民黨29.1%、

民進黨29.8%、時代力量14.8%，顯示民進黨立委

席次在明年可能縮減，而時代力量則相對有機

會，我們可以看出台灣政治版圖的變化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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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系劉曜華教

授認為，今年我們理當慶祝地方制度法實施 20

年，六都市政府及行政首長理應在地方治理展現

更成熟的一面。然而，充斥媒體的畫面是: 1. 新

任高雄市長跟中央要不到錢，出事了要中央負

責，或者黑白不分的指控，前朝不做事，繼任者

做不完等治理口號。2. 新任台中市長一切要中央

處理，舉凡空汙問題、山手線、輕軌捷運、花博

賠錢等皆要中央政府出面處理，導致台中市長被

改名為中央處理器。 

  新三民主義: 從民粹騷動、民意轉變到民智

正常化。民粹、民意與民智地增長可以用來形容

去年底至今的台灣社會。在民粹型政治人物的擾

動下，去年的六都選舉對台灣累積二十年的地方

治理模式帶來立即性衝擊，幾乎沒有準備的候選

人在台中與高雄兩贏得一面倒的勝利，半年後的

今天，透過這次的民調我們清楚看到，高雄與台

中的民意已經逐漸從民粹洗禮中甦醒，林佳龍與

陳其邁在這次民調中重新取得領先的位置。 

  簡單地說，這次的民意調查顯示台灣社會正

從去年底的民粹熱潮中回神，民意的轉變及民智

的增長將有助於民進黨取得明年總統大選勝

利，雖然部分縣市的立委席次可能有所變動，個

人對民進黨明年大選還是持審慎樂觀態度。 

  新北市何博文議員認為，侯友宜市長上任半

年來，市民的一般支持度為62.5%，政黨傾向為

國民黨的滿意度達79.5%，傾向民進黨的市民滿

意度也達到51.5%，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顯示侯市長施政獲得支持者與多數民眾的認

同，在主要政治人物好感度方面，侯市長獲得

53.9%的肯定，一枝獨秀明顯領先其他政治人物，

侯市長超郭趕韓未來或許可能成為大選的大黑

馬。 

侯市長的滿意度建立在務實會做事的基礎

上面，又積極出席行政院院會建立與中央合作的

形象，加上長期與綠營親近的態度也有加分作

用。蔡英文總統的滿意度上升達13.8%，顯示蔡

總統的支持度已經回穩，這是因為蔡政府執政以

來的改革衝擊已經緩和，軍事與國防安全政策的

表現獲得肯定，年輕世代的高支持度顯示未來蔡

總統的支持度將持續上升。賴清德前院長的好感

度有48.8%，蔡總統的好感度也有44.6%，顯示黨

內初選過程中的君子之爭，造成初選效應的正面

效果。 

  台北市江志銘議員表示，柯文哲市長的整體

趨勢非常的清楚，就是柯 P 明顯的「被邊緣化」。

所謂的「柯 P 現象」或是所謂的「白色力量」，

現在就算沒有完全消失，也已經大幅度消風。柯

P 市長連任以後，聲勢就急速下降，有四個主要

的原因：1、2016 年市長選舉，只以 3 千多票險

勝國民黨的丁守中，讓大家跌破眼鏡，也讓柯 P

天下無敵的神話破滅。2、2016 年國民黨大勝，

藍綠選民迅速歸隊，沒有民進黨的支持，柯 P 在

地方基層是泡沫化的。3、市政建設沒有顯著的

政績，目前柯 P 的施政滿意度只剩下四成多。4、

在兩岸議題上，柯 P 則是嚴重「押錯寶」、「賭錯

邊」。為了要去參加「雙城論壇」，柯 P 不願意表

態拒絕「一國兩制」，將成為他參選 2020 總統大

選的致命傷。 

  另外，柯 P 的光環，也漸漸被新北市的侯友

宜市長所取代。台北市與新北市是一個共同生活

圈，兩邊的市民會互相比較。新北市那一邊，侯

友宜市長不管是施政滿意度、對未來三年半施政

的信心，以及民眾的喜好度，都是呈現上揚的趨

勢，而柯文哲都是快速在下降，如果不能在短時

間內，市政建設上取得重大突破、扭轉市民對他

的施政滿意度，柯 P 的總統之路絕對是愈來愈黯

淡、愈來愈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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