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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武漢肺炎疫情當前，幸好台灣政府應對有

方，已經進入「龜苓膏」佳境，疫情傳染的曲線

在控制、下降之中；台灣的後疫情之路露出曙

光，社會經濟逐漸復甦步入正常（或新常態）時，

正好高雄市長罷免的時程將屆，社會各界聚焦在

這件地方自治的重要事件；市長罷免投票的預測

與評析、後疫情的紓困措施，值得大家來觀察與

探討。 

  真理大學陳俐甫教授指出，在總統大選後，

不論何家民調，罷韓支持度都穩定維持在 5 成以

上，這延續了選前 12 月綠黨民調 53.8%支持罷

免，33%反對的趨勢，顯示「罷免韓國瑜」，是高

雄人堅定不變的意志。根據時代力量智庫 4 月底

最新民調，即便民進黨政府發生海軍磐石艦的疫

情，且以高雄左營地區為主要受影響區域，韓國

瑜並藉機以各種防疫措施來改善聲勢，高雄市民

對「罷免韓國瑜」仍有 52.1%同意，不同意維持

在 35.2%左右，而且 65.6%的市民表示會去投票，

遠超過法定門檻的 25%，顯見罷韓大局毫無改

變。 

  南台科技大學羅承宗所長研究，1952 年台南

縣白河鎮的罷免風波，對 2020 年的台灣有何啟

示呢？本文認為，在罷免新制下，如果善加利

用，選民的確比過去更容易能透過罷免權，在任

期結束前提早讓荒誕離譜的民選官員或民代去

職。但也要嚴肅看待的是，此制度乃兩面刃，也

有遭惡用的可能。尤其當罷免成為政治恩怨的延

伸時，罷免的過於寬鬆且氾濫發動，又將使官員

與民代動輒陷入綁手綁腳、難以施展政治抱負的

困境，將成為民主制度健全發展的莫大阻礙。 

  凱達格蘭基金會執行長、高雄市議員陳致中

主張，武漢肺炎疫情對全球人類的生命健康及民

生生計造成史無前例的衝擊與重創，各國政府不

僅要殫精竭慮對抗病毒的疫情，同時也要使勁洪

荒之力搶救經濟上的「疫情」，檢視現行的紓困

方案內容，筆者認為或許不能完全順時中，至少

有幾個面向亟須思考調整，第一，擴大編列紓困

預算；第二，發放一次性現金補助；第三，直接

減稅。企盼政府能蹲下來從基層視角看問題，廣

開言路、集合眾智，多聆聽在野黨、工商界、上

班族、基層勞工的心聲，方能綢繆部署、力克危

機。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張人傑總召認

為，武漢肺炎病毒的傳染是瘟疫，疫情資訊病毒

則是更大的災難。武漢肺炎是一場危機，面對危

機與災難時，人們的外向型或他人指向（other 

directed）心理會得到加強，個人努力尋求集體

性、社會性（pro-social）的支持或庇護，這時社

群網站分享、按讚的威力會強大無比，個人的偏

好與選擇很容易就被資訊情境所取代或主導，在

資訊空間裡真理與謊言的界線與分辨，被混亂、

狂飆、空虛、極端與不確定性所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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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市長罷免投票與政治趨勢觀察 

 

陳俐甫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中選會宣布 6 月 6 日將舉行高雄市長韓國

瑜的罷免投票之後，涉及韓國瑜的政治議

題成為總統大選以後一波新的高潮，雖然

三個月以來有武漢肺炎世界性蔓延的不良環境

影響，但依據 3 月 25 日新台灣國策智庫的電話

民調結果看起來，高雄市民的政黨支持度，民進

黨勉強維持住基本盤 28.6%，也接近該黨全國政

黨票的比例，而國民黨明顯大幅滑落，尤其比起

2018 年韓國瑜選上市長時的支持度的國民黨支

持度，國民黨在高雄市民的形象非常差，甚至低

於泛藍的選民結構，完全處於崩盤狀況。如果對

照還有 38.3%的人支持韓國瑜做完任期，34.9%

的人甚至希望韓國瑜市長可以續任，可見唾棄國

民黨比唾棄韓國瑜的高雄市民比例更高，顯現目

前國民黨的危機比韓國瑜個人危機更嚴峻。可見

韓國瑜最近宣布接任國民黨中常委，想結合國民

黨來阻止罷免高雄市長的計畫，應該不會有太多

幫助，以目前民調而言，韓國瑜的支持度不管在

全國性或高雄地方，都還遠在國民黨之上。 

  一年多前投給韓國瑜的市民中，近三成的選

民感到後悔。這些比例遠超過中間選民投給韓國

瑜的比例。可見連泛藍選民也有人棄韓，鑒於韓

仍有三成多的支持度，後悔的選民較可能是屬於

淺藍與中間選民。中間選民中，又以認同民眾黨

的選民較為反對進行罷免與表示在疫情嚴重時

將不會參加投票。可見他們屬於非堅定挺韓者，

而柯文哲宣布將不缺席高雄市長補選後，這些支

持者更加可能棄韓而去，回歸民眾黨預備提名的

補選候選人。 

  如果舉行罷免投票，雖然 38.3%的人希望他

順利做完任期，但只有 34.5%市民會投下反對，

可見韓國瑜的死忠基本盤就是 34.5%。如果依照

選罷法去年一月的最新修訂，投贊成票人數只要

超過四分之一，且為相對多數即可成立，韓的基

本盤無法用抵制投票來阻止罷免。而 59.5%的人

將投票贊成，即使贊成者的投票率只有四成二，

而反對罷免者完全抵制投票，且中間選民也都沒

有出來投票，罷免案仍會通過。依據目前民調情

勢，只要挺韓選民沒有進行策略性不投票，而當

天還有三成投票率，罷免就會通過。韓國瑜非常

有可能成為首位被罷免的直轄市長。高達 56%比

例的市民認為即使在疫情嚴重的情形下，只要舉

行罷免投票，仍然會去行使權利，即便這些去投

票的人全部僅限於那佔 59.5%的韓黑，也遠超過

有效投票所需的 25%，所以韓國瑜情勢非常險

峻。 

  在總統大選後，不論何家民調，罷韓支持度

都穩定維持在 5 成以上，這延續了選前 12 月綠

黨民調 53.8%支持罷免，33%反對的趨勢，顯示

「罷免韓國瑜」，是高雄人堅定不變的意志。根

據時代力量 4 月底最新民調，即便民進黨政府發

生海軍磐石艦的疫情，且以高雄左營地區為主要

受影響區域，韓國瑜並藉機以各種防疫措施來改

善聲勢，高雄市民對「罷免韓國瑜」仍有 52.1%

同意，不同意維持在 35.2%左右，而且 65.6%的

市民表示會去投票，遠超過法定門檻的 25%，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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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罷韓大局毫無改變。 

  雖然民進黨政府在總統選舉中大勝，國會也

維持一黨過半，最近蔡總統與蘇貞昌院長、陳時

中部長在防疫上更贏得許多讚賞。蔡總統在上週

民調滿意度甚至超過八成，但民進黨在高雄市的

支持度並沒有回升，與 2018 年市長民進黨大敗

時的支持度差不多。反而是時代力量、台灣基進

黨、台灣民眾黨等第三勢力各取得 10%的支持

度。這些除了中間選民的政黨選擇外，也是瓜分

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基本盤而來，尤其是國民黨受

到的影響最大。時代力量是上屆第三大黨，本屆

第四大黨，在高雄也有民代，擁有一成民意支持

是屬合理，台灣民眾黨是本屆第三大黨，在高雄

有近一成的支持度也能想像，而目前沒有任何高

雄地方民代的台灣基進黨竟然也有超過一成的

支持，多少與台灣基進黨是罷韓投票主要推手有

關。可見罷韓活動發展的結果，除了有壓制韓國

瑜與國民黨的政治效果之外，也產生了有利於台

灣基進黨擴大政治基本盤的效果。民進黨在下半

年高雄市長的補選，如能與台灣基進黨結盟，如

果在加上時代力量的奧援，就可以在與國民黨、

民眾黨的「三腳堵」選舉中獲得勝算。就算國民

黨與民眾黨聯盟來單挑也不需要擔心。 

  台灣民眾黨自從主席柯文哲宣布將不會缺

席高雄市長補選後，也積極進行佈署。柯市長的

親信:前台北市府顧問、現任民眾黨不分區委的蔡

璧如已將戶籍遷往高雄，意在代表民眾黨參選，

雖然目前估計當選機率不大，但對民進黨選情多

少產生影響。以柯文哲的選戰指導方針是使自己

當選或使對方落選的策略而言，蔡璧如的參戰具

有一定意義。蔡璧如為屏東出身，參選市長補選

也是為明年屏東縣長選舉鋪路，因為他的不分區

立委身分可以被遞補，不會影響民眾黨的國會席

次，如能為民眾黨奪下屏東，可以大幅增加柯文

哲在參加總統大選的政治籌碼，這也是近幾個月

來柯文哲與蔡璧如每週都撥空南下造勢佈樁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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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罷免，有個聖地叫白河 

 

羅承宗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著 6 月 6 日高雄市長韓國瑜的罷免案投票

日逼近，有關罷免制度的相關探討也頗受

國人關注。對於中國國民黨來說，晚近所

提出諸多針對罷免的法理質疑，固然有些不無言

之成理之處。學者許有為從比較憲法觀點即曾提

醒：在憲政體制中設有罷免總統或國會議員這一

類制度的國家，只有台灣與委內瑞拉。而採用罷

免權作為人民監控地方官員或議員的國家，只有

台灣、美國若干州、加拿大某省與瑞士若干邦。

要之，而在全世界，無論在中央或地方皆有罷免

制度之設計者，只有台灣，許有為稱此現象為「另

類的台灣之光？！」。 

  只是，倘若從法制史角度來看，在選舉權之

餘，又特別崇尚罷免乃至創制、複決重要性者，

最重要的倡議者就是中國國民黨總裁孫文。也是

受「中山學說」強烈影響之賜，「選舉、罷免、

創制、複決」明文被當成中華民國憲法本文第 12

章的標題，進而在憲法第 133 條規定，被選舉人

得由原選舉區依法罷免之。換句話說，不問中央

或地方層級、不分公職或民代職位，只要是人民

透過選舉賦權者，就可依法罷免之。隨著中華民

國法體制從中國飄揚到台灣，台灣從此跟罷免制

度結下了不解之緣。而 1950 年代發生於台南縣

白河鎮的罷免大戰，於此時此刻，值得回顧。 

  話說 1952 年 5 月上旬間，根據當時報載台

南縣白河鎮首任民選鎮長葉寶通「處理鎮政，不

洽民情」，引起民眾不滿，3,000 多位民眾連署提

出罷免案，經認定符合法定人數後，台南縣政府

旋即決定於同年 6 月 22 日進行罷免投票，於全

鎮分設 25 個罷免投票所舉行。至於 22 日投票結

果，則為在該鎮 1 萬 3,280 位有投票權人裡，總

投票數為 6,186 票，同意罷免者 5,053 票，不同

意者 928 票。統計結果，投票率未超過半數，罷

免不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 9 月 3 日，台南縣白河

鎮又再度經歷了一場罷免投票的洗禮。這回試圖

罷免的對象，則是針對發動鎮長罷免案、並檢舉

鎮長十大罪狀的鎮民代表主席李再來。至於民眾

連署罷免之理由則為「李再來因欠債款達 6 萬餘

元，隱匿於高雄方面，將近半年而致代表會會務

荒蕪並坐領代表主席公費，不能為民眾表率」等

語。按鎮民代表的罷免原選區在里，因該罷免案

白河里有投票權人為 1,003 人，當日投票總數卻

僅有 197 票，廢票 8 票，投票未及半數，罷免案

不成立。回顧 1952 年的台南縣白河鎮，從 6 月

到 9月先後歷經了針對地方官員與地方民代的罷

免案，雖兩案俱因未達 1/2 門檻未通過，但從地

方自治史而言，將台南白河稱為「罷免聖地」，

應當之無愧。數年後，有媒體分析白河的這段罷

免戰，原本寧靜的城鎮，因選舉恩怨分裂為兩派

系，才導致時常明爭暗鬥，風波不斷。 

  鎮長葉寶通罷免案未通過，主要癥結在於總

投票數 6,186 票未跨越 1 萬 3,280 位有投票權人

半數的 1/2 門檻所致。但這個延續超過一甲子的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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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門檻於 2016 年時因選罷法下修，改為同意票

數高於反對票數且達原選區選舉人總人數 1/4 以

上，即可通過罷免。若拿這個新罷免標準套用到

1952 年台南縣白河鎮的兩件罷免案，鎮民代表李

再來罷免案由於投票人依舊沒有跨越 1/4 門檻而

未通過。但鎮長葉寶通罷免案部分，由於總投票

數 6,186 票已輕鬆跨越 1 萬 3,280 位有投票權人

門檻的 1/4，加上其中同意罷免者 5,053 票，「罷

葉案」即可通過。 

  1952 年台南縣白河鎮的罷免風波，對 2020

年的台灣有何啟示呢？本文認為，在罷免新制

下，如果善加利用，選民的確比過去更容易能透

過罷免權，在任期結束前提早讓荒誕離譜的民選

官員或民代去職。但也要嚴肅看待的是，此制度

乃兩面刃，也有遭惡用的可能。尤其當罷免成為

政治恩怨的延伸時，罷免的過於寬鬆且氾濫發

動，又將使官員與民代動輒陷入綁手綁腳、難以

施展政治抱負的困境，將成為民主制度健全發展

的莫大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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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層視角」看政府現行紓困方案 

 

陳致中 

凱達格蘭基金會執行長、高雄市議員 

  

漢肺炎疫情對全球人類的生命健康及民生

生計造成史無前例的衝擊與重創，各國政

府不僅要殫精竭慮對抗病毒的疫情，同時

也要使勁洪荒之力搶救經濟上的「疫情」，國際

主要機構預估中國今年經濟成長率恐從 5.9%墜

落至 2%之下，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失業人口在

最嚴重的情況會達到 2,500 萬人，國際貨幣基金

則預測 2020年全球GDP將萎縮 3%，恐經歷 1930

年大蕭條以降最慘烈的經濟衰退。世界最大的兩

個經濟體美中哀鴻遍野、慘不忍睹，台灣產業以

海島型出口貿易為導向，面對最黑暗的時刻可能

一步步到來，我們自問，有無做最壞的準備？無

薪假已是前菜小碟，當倒閉潮、失業潮排山倒

海，政府是否能夠如同指揮防疫一般，複製國家

隊等級的「超前部署、有效因應」？ 

   筆者身為基層民意代表，我們看到的視角

比較沒有死角，聽到的心聲幾乎都是原汁原味。

上週遇到計程車排班委員會的幹部抱怨，雖連續

六個月每月補助油錢兩千、另每月補助一萬維持

三個月，但現在載客率約只剩一成，許多運將光

是車貸按月就要繳兩萬多，再加上養家活口的開

銷，日子要怎麼過？ 

  兩天前聽到上市績優紡織業的從業朋友訴

苦，因歐美訂單大砍，上個月已實施減薪兩成，

這個月開始每週規定上三天班，薪資按比例扣

減，家庭生計頓時籠罩愁雲慘霧，但公司尚不屬

於艱困定義，他也不是中低收入戶、自營業主

等，根本不在紓困雷達的掃描波之內。 

  選區內已民營化的大型鐵工廠管理層憂心

忡忡，這產業因內需已低，主要仰賴外銷，但過

去每月平均銷售將近兩萬噸，現在只剩不到八千

噸，二三月尚有轉單效應接濟，四五月後風暴才

正要開始，員工人心惶惶，疫情何時休止，咬牙

苦撐卻看不到盡頭。 

  檢視現行的紓困方案內容，筆者認為或許不

能完全順時中，至少有幾個面向亟須思考調整。 

第一，擴大編列紓困預算 

  政府公佈數字是 1.05 兆新台幣（約佔 GDP

比重 5.5%），不過扣除移緩濟急的公務預算 1,400

億、央行各公股行庫融資貸款額度 7,000 億，政

府真正拿出錢來的特別預算是 2,100 億（原先 600

億加上追加的 1,500 億），比較其他國家，美國

67 兆新台幣（佔 GDP 約 10.2%，下同）、日本 30

兆（20%）、南韓 3.359 兆（6.9%）、新加坡 1.26

兆（12%）、德國則佔 GDP 約 22％左右，台灣紓

困金額顯得杯水車薪，不夠有感、不夠真實，連

央行總裁楊金龍都直言，我國紓困預算太過保

守，各國平均佔 GDP 比例的 11%。個人以為，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衝擊之重遠勝 2003 年

SARS，為了增強紓困廣度與力道，政府應擴編

預算規模。 

第二，發放一次性現金補助 

  這幾天朝野政黨為了是否發放現金補助吵

翻天，互相怒指對方不是，筆者建議政院不妨敞

開心胸，政黨之間應冷靜下來理智討論。參考美

國為例，聯邦政府針對年所得不超過 7.5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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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發放 1,200 美元（3 萬 6 千新台幣）的一

次性現金補助，政院指發現金對刺激消費效果不

彰，可能被儲蓄不花，寧可採用酷碰券，問題是

酷碰券侷限特定商家、綁定電子支付、必須先消

費才折扣，試問全國有多少人會使用電子支付？

當手頭緊縮時如何期待先花錢後折扣呢？這種

想法不啻漫步在雲端，完全不切實際！ 

  如果政院的目的是為了紓困、救急救窮，那

應該沒有比發現金更直接有效的作法（當然需要

排富，齊頭式也不公平），貸款、補貼折扣總是

隔了一層，如果是為了鼓勵消費，或許可應用其他

措施，比如發放等同現金並附期限的消費抵用券、

大幅提高發票中獎的機率等，不見得要跟紓困綁在

一起，一種措施針對一種目的，效果才會比較顯

著，紓困應急跟刺激消費可以考慮脫鉤處理。 

第三，直接減稅 

  經濟衰退、市場萎縮，當產業變成慘業時，

無論大型企業或中小型公司行號，其保命、延命

的能力皆受到擠壓，換言之，撐不下去就得關門

大吉，所以世界各國紓困救市，沒有比直接減稅

更為實際的作法。國內的工商團體也大聲疾呼，

中央及地方政府應考慮適度減免營業稅、營所

稅、貨物稅、房屋稅、地價稅、印花稅、牌照稅、

娛樂稅等，減少企業支出負擔，避免企業倒閉危

機，也可考量對受嚴重衝擊產業之從業人員調降

綜所稅，以收紓困之效。 

  4/14 零確診病例，指揮官陳時中部長欣慰地

說：值得高興一下，但疫情還沒過，還是要持續

做好防疫。當病毒的疫情露出曙光，經濟的疫情

正步入黑夜，台灣沒有任何樂觀的本錢，企盼政

府能蹲下來從基層視角看問題，廣開言路、集合

眾智，多聆聽在野黨、工商界、上班族、基層勞

工的心聲，方能綢繆部署、力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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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的真理與謊言 

 

張人傑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 

 

  

樣的疫情，台美卻是兩樣情；「武漢肺炎」

疫情使台灣政府因禍得福，因為每日一報

的順時中深獲肯定，不僅總統及政府首長

的支持度水漲船高，本土認同、國家團結及政府

信任也空前高漲；相對的，美國川普總統則對白

宮疫情記者會喊停，川普的理由是媒體提問不友

善而且報導不準確，美國人民看到的只是假新

聞，所以不值得花時間去開白宮記者會；除了美

國及個人受到來自美俄的資訊攻擊之外，川普實

際上在意的是民意並不贊成他的疫情處置，一些

州長和地方首長的疫情對策則獲得支持讚賞，美

聯社（AP）全國民意研究中心（NORC）的最新

調查，只有 23%的美國人同意川普是值得信賴的

資訊來源，信賴居住所在州長、市長的則高達

52%。 

  資訊「比真實更真實」（more real than real）；

成也資訊敗也資訊，台灣與美國形成強烈對比，

台灣抗疫成功的理由雖然很多，關鍵在於透明化

的善用網路、媒體資訊，川普的憤怒與不滿則針

對媒體與假新聞；後現代（或超現代）的 21 世

紀，「真實」是一種奢侈的苛求，20 世紀中葉的

知識典範，早已揚棄本質論而取徑關係論，象徵

取代了實質、資訊重於真實，即使技術已經進入

數位時代，數位轉型也正快速的讓位給資訊轉

型，資訊是 21 世紀的石油，是未來的財富來源，

但是今天資訊的可怕與厲害，並不只是在於財富

的爭奪，而是直接利用資訊當作武器，這是具有

演藝歷練的川普成功的基因之一，弔詭的是川普

卻也對媒體資訊忿忿不平。 

  以「通俄門」為代表的美國國內媒體使川普

耿耿於懷，火上加油的是中國利用疫情肆意進行

資訊戰；謊言治國起家的中國發動資訊戰與心理

戰，在網路空間竊取、欺騙、分化、威脅、恐嚇，

指標性的案例就是武漢肺炎病毒起源的烏賊戰

術，歐美國家將病毒來源指向武漢的 P4 或 P2 實

驗室，中國則極力企圖隱瞞、撇清、扭曲實際情

況，先是拿野生動物當擋箭牌，可是病毒的基因

序列卻被印、法、俄專家指認不是來自自然界；

接著將病毒傳染的責任「甩鍋」、反咬一口

（condemn the condemners）嫁禍給美國，外交部

高官指控美國軍隊將病毒帶到中國，還點名「世

界軍人運動會」受傷住院的美國陸軍女兵班納西

（M. Benassi），誣指她是零號病患、生化武器，

可是班納西夫婦卻從未有任何症狀，經過檢疫結

果也從未感染武漢肺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最近的官方說法是，「美

國政客一再罔顧事實，睜著眼睛說瞎話，目的只

有一個，就是企圖推卸自身疫情防控不力的責

任」，還指責白宮官員與國務卿「謊話連篇，毫

無誠信」，對推特推文「中國肺炎」的川普當然

也毫不客氣假以顏色，川普抵制與中國聲氣相通

的 WHO 秘書長，中國馬上投入鉅資加碼捐款還

以顏色，中國還大量出口號稱抗疫、防疫的假藥

和假口罩在歐美四處流通；美國對中國的資訊戰

攻勢似乎招架無力，中國官員則擺出得了便宜又

賣乖的姿態，難怪川普會有孰可忍孰不可忍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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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反應。 

  武漢肺炎病毒的傳染是瘟疫，疫情資訊病毒

則是更大的災難。古人認為真金不怕火煉是真

理，資訊時代只有聲量才是真理；武漢肺炎是一

場危機，面對危機與災難時，資訊的主要載體—

社群網站就成為基本的基礎建設（ basic 

infrastructure），因為在面對危疑不定時，人們的

外向型或他人指向（other directed）會得到加強，

努力尋求集體性、社會性（pro-social）的支持或

庇護，這時社群網站分享、按讚的威力會強大無

比，社群空間散布的恐懼、憤怒、偏見、侮辱、

仇恨、陰謀等資訊很快就置入人心，因為個人的

偏好與選擇很容易就被資訊情境所取代或主

導，在資訊空間裡真理與謊言的界線與分辨，被

混亂、狂飆、空虛、極端與不確定性所占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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