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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版
的
曼
德
拉
效
應—

現職

•	 美術指導

•	 停格動畫師

•	 藝術大學講師

•	 喜歡各種形式的創作。

•	 目前重心在臉書平台，針對台灣政經時事議題與

台獨倡議，用輕鬆易懂的方式讓更多人接觸、了

解台灣的過去，進而思考未來該如何走。

nagee	陳宏旭

演講影音

nagee

網
路
漫
畫
倡
議
的
初
衷
與
未
來

講 者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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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台灣版的曼德拉效應—nagee 網路漫畫
倡議的初衷與未來

從馬英九到蔡英文—台灣的曼德拉效應

許多人覺得南非總統曼德拉「應該在 1980 年代已經在監獄

中死亡」，提出的人甚至能夠陳述當年自己看過的報導、葬禮

的電視片段、曼德拉遺孀賺人熱淚的演講，且得到大量網民回

應，表示有相同記憶。但現實是曼德拉沒有在 1980 年代死去，

後來更被釋放，還當上南非總統，直到 2013 年才逝世。從此，

當現實與人們的集體記憶出現不相符，就會被標籤為「曼德拉

效應」。

台灣也有這樣的狀況。每當有人要討論一些和中國黨利益牴

觸的議題或政策時，總是會遭遇很大的反彈。而最經典的說詞

就是，「有時間搞OOO，為什麼不先去拼經濟。」「搞什麼民粹、

台獨，填飽肚子最重要啦！」歷經三次政黨輪替的台灣居民，

普遍印象對陳水扁和蔡英文執政時，總是「人民生活困苦怨聲

載道，經濟不好、景氣很差」。大家總認為，中國國民黨就是

比較會拼經濟。像馬英九雖然一直被罵，但是他就比較會拼經

濟。不會搞那些意識形態，對台灣就是比較好。（這樣想起來

馬英九好像其實很無辜）但真的是這樣嗎？不囉唆，我們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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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臺灣
島文

從民生經濟、台海局勢和國防的例子來看結論：

民生經濟部份：

GDP 拼到負數、GDP 連 10 季下修、比金融海嘯時期還慘、

平均 GDP 比他最愛批評的陳水扁還差兩倍、出口連 15 黑景氣

連 10 藍、貧富差距破「100 倍」（行政院主計處隨即決定不再

公開貧富差距數據）、房價飆漲上天、油電雙漲、連帶物價上漲。

發布 22K、薪資水平倒退 16 年。股市倒成一片（下面有數據圖

表）。自殺率創新高，政府下令 NCC「管制自殺新聞」。產業

外移空洞化、被騙去中國的台商哀鴻遍野。633、股市兩萬點、

愛台 12 項建設、黃金十年、「陸客」經濟一場空。做不到捐半

薪…　

大家對馬英九或中國黨的印象是比較會拚經濟，結果卻是拚

出了政府負債創新高，每個人為馬政府背債 144 萬元。馬聲稱

絕不舉債，還可以讓政府每年盈餘 2 至 4 千億，卻創下平均每

年舉債 2524 億元、七年合計 1 兆 7671 億的驚人數字。馬英九大

規模舉債「拚經濟」8 年的結果，卻沒有端出一個像樣的國家級

建設。（前朝陳水扁則是有高鐵、101 大樓、雪隧、十條橫向高

速公路、讓汐止南港等地區從此不再受淹水之苦的員山子分洪

道等等）。

拼了八年經濟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驚人的貧富差距打造

了真正的 M 型社會。大家熟知的（因為景氣經濟、太差薪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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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房價物價太高）少子化危機，就是馬英九任內捅出來的問

題。以上，google 都可以找到。

很多人會說，nagee 罵中國國民黨和馬英九都偏激立場、意

識形態。

華生你冷靜下來回去再看一次，請問上述資訊，哪一條叫做

「偏激」？全部都是科學數據，都是客觀事實陳述。套句中國

人的話，「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中國黨在 2008 二次輪替前就

大力批判黨外人士整天搞「意識形態」不會拼經濟。執政後更

是積極主張「擱置主

權、外交休兵」，主

張先拼經濟。結果台

灣主權嚴重傾中，喊

了八年拼經濟。交棒

時各項經濟數據都是

爛到谷底。根本就是

經濟和台灣主權雙輸

的大騙子。

然而在主流媒體

每天的渲染下，大家

還是相信中國黨馬英

九執政下，經濟比較

有保障。並相信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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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黨一致陣線對台灣人恐嚇的說詞：「民進黨蔡英文執政後，

台灣會地動山搖」。

這幾天台股跌了 100 點，見獵心喜的媒體就開始狂酸。連謝

金河都看不下去，說話了「100 點算什麼慘跌」1。100 多點真的

是一天日常，差不多只要幾個大立光、台積電大戶想脫手換現

金，就能做到了。外資進出都一天 200多的，大概要 300多點以

上才能說慘跌吧。盤整期一天 300 點上下又不是沒看過。但是

為了打政敵，什麼都可以扯。

汽油油價，以 95 無鉛來說就好，漲到每公升 27 元的時候又

開始有人在那邊帶頭罵。實在是笑死人，馬英九任內幾乎在 30

以上，漲到 35、36 以上都不稀奇。那時候油價是一路飆漲，飆

到我的機車（不是重機喔，一般小綿羊而已喔）可以一次加油

要加到 315元！那次我嚇到拍照存證，改天 PO 上來補充。

政黨輪替之後，狂降，去年常年都在 25 以下，某天加油的

時候嚇一大跳，原來油價是可以回到 25 以下的？！近期漲到

28，又怎樣？對一個活過馬英九時代的人來說，真的覺得很舒

服很輕鬆啊。某些人在那邊假鬼假怪、哭屎哭尿說 :「民生疾苦

民不聊生百姓活不下去」，請問他在馬英九時代怎麼沒死？

但是這些到處鬼叫帶風向的，就真的可以騙到中間選民，覺

得欸額真的耶，日子好難過喔～。

回顧蔡英文 2017 年 11 月執政的財經新聞：「出口連續 15

個月成長，台股一萬點封關，漲幅 15% 平均每位賺了 46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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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基本工資漲了 10%。股市上萬點連續破百日，創 27 年以來新

高，成交量都在千億以上，還有很多台商回台投資。

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連續出現「一片藍」的低迷景氣；

相較於民進黨政府，燈號轉綠，回顧過去 9 個月時間，都是顯

示經濟穩定的綠燈。對照 2016 年第一季（政黨輪替前）的出

口負成長，衰退至 12.1％，2018 的第一季，出口年增率上升至

15.1％。

勞工福利方面，今年三月與去年三月相比，失業人數少了足

足 1 萬人，就業人數也增加 7 萬 6000 人；且在一例一休政策實

施之下，今年 1、2 月加班費增幅來到 12.5%，是過去 7 年來的

最高紀錄，別忘了馬英九任內還使用 22k 無薪假來美化失業數

字。

再跳到這幾天，2018.01.22 的新聞，【106 年失業率 3.76% 

創 16 年新低】2「受景氣溫和復甦影響，106 年全年失業率為

3.76%，較前年下降 0.16個百分點，創民國 91年來 16年新低。」

請注意！這裡我們都不拿「你爸媽平均有一顆睪丸」那種不

能反應基層事實的數字來背書（例如平均薪資收入那種）。就

看景氣燈號、出口、來台旅客人次、全球競爭力排名、房價、

油價、失業率等，每一項都優於馬英九時代。但是又如何？大

家還是覺得馬英九就是帥又清廉又會拼經濟。蔡英文就是搞得

2.https://goo.gl/wNMX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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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聊生。

上面這些中國在台政黨下台後的經濟數據，隨便一項要是發

生在馬英九時期（或假設現在是朱立倫執政），早就被主流媒

體連續一週天天捧，民調捧上天了。天天訪問路人開不開心「開

心～～～」捧得好像全台灣人都在天堂爽一樣。

四年前的今天有一群資本家出來挺所謂九二共識，讓我們來

瞧瞧四年來這些公司股價的下場，除了通通輸給大盤以外，幾乎

跌得鼻青臉腫。

當年力挺所謂九二共識的企業（2016.01.15）3 下面就更精彩

了！更新一下數據（2018），順便看一下投報差 4
，但是又如何？

大家還是覺得中國黨執政比較會拼經濟啊…股民就是惦惦吃爽

3.https://goo.gl/FRs1NX
4.https://imgur.com/QgwLm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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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賺得笑呵呵，主流媒體和賴 5 群組在罵民進黨不會拼經濟，

害人民生活困苦的時候，一樣跟著罵不是嗎？

如果你的政治信仰是「拼經濟」，跪求你點開上面的連結。

這張一目了然的圖表就是你的靜思語，掛在牆上，每天睡前看

一下。

用經濟數據檢討政績、檢討 #中國才是活路式的「拼經濟」。

終究還是最科學，最客觀的證據。但是到現在還是一堆人覺得

馬英九時期經濟比較好，這就是台灣版的曼德拉效應。　

連「經濟」這種數據可以具體量化評斷的政績，都可以製造

出平行世界，就更不要說其他那些多半用「感覺」的、媒體有

很大空間可以主觀評論自由發揮解讀下標的議題、政策或政績，

如國際關係台海局勢、國防、兩岸關係等，在中華民國主流媒

體的報導下，與事實落差有多遠。

國際關係台海局勢：

政黨輪替之後，美日等世界強國多次不畏中國政權打壓，以

具體的行動，力挺台灣，不論在外交、貿易、軍事合作，都更

加緊密的結盟。並結合新南向政策，布局更有市場潛力的東南

亞各國。讓台灣真正走出鎖國於中國，讓台灣更與國際接軌，

成為世界公民的一分子。

5. 編註 :line 通訊軟體，諧音「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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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戳破「中國才是活路」這個謊言，這是中國統戰份子最

害怕又無法反駁的事實，所以氣得跳腳，成天罵台灣人是皇民

日奴，美帝走狗。整天唱衰新南向政策，甚至講出「泰國人消

費能力很低，來台都在賣淫」這種充滿歧視的低級惡毒的政治

語言。

2016 年 5 月 17 日 [ 美眾院通過了！「對台 6 項保證」首度

訴諸文字 ]，2016 年 7 月 18 日 [ 美國共和黨「對台六項保證」

列入黨綱：台灣是美國的

忠實朋友 ]6 2016 年 7 月

18 日，共和黨全國代表

大會通過，首次將六項保

證列入共和黨黨綱。2016

年 12 月 16 日，哥倫比亞

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在

《上報》的專訪中說，六

項保證確保台灣不致成為

美中關係談判的籌碼。 

2017年 2年 10日 [ 提

勒森：對台六項保證 美

兩岸政策基石 ] 首見美國

務卿以書面文字確認，這

6.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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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台灣與國際關係的里程碑，很多人可以發現台灣的國際

形勢比以前更好了，但說不出哪裡好，可以看這篇文章分析：【中

國最害怕的「兩岸關係」就是——從台灣海峽的兩岸，變成太

平洋的兩岸】

「那些中國在台政黨以前總是嘲諷台灣建國者太過理想，要

看清國際情勢，總是說要看拳頭大小。但他們也總是堅持一定

要把台灣鎖進中國才有出路，因為在他們預設的劇本裡，美日

等強權才不會幫台灣，事實證明他們錯的離譜。中國在台政黨

此時便非常緊張了。

現在美日紛紛表態並

以實際行動來力挺台灣以

平衡台海勢力。台灣不趁

此時和國際緊密結合，那

就真的是傻子了。」　

其他美日合作和新南

向政策的好消息就不贅

述，這時候一定會有人說，

民進黨執政時雪崩式斷交

啦。

是的，中華民國在民

進黨執政時確實丟了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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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小邦交國。「這些還沒有全部，這才恐怖。而問題是，雪崩

是斷交會怎樣？答案是不會怎樣。KMT 的先例告訴我們不會怎

樣。」　　

近年損失的，都是一些大家名字都叫不出來的的，是砸納稅

錢幾千億換取的無謂的中華民國認同的非洲落後小國。而兩蔣時

期中華民國斷交的是美日韓英法德澳等等等等世界強國。當時媒

體輿論會說兩蔣搞出了雪崩式斷交害中華民國滅亡嗎？「槍決可

也」告訴你。

在兩岸情勢方面，外界對於民進黨政府一向不看好，但是在

對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國民黨執政時期，2016 上半年與前一

年比較，衰退負 11.5%；不過到了 2016年下半年，民進黨執政後，

相較於同期成長了 9.4%。

國防：

國防就更不用說了，馬英九任內裁減一半頂尖的精英部隊

「兩棲偵搜營」不說，雄三增程型、雲風計畫等射程超過一千公

里的飛彈系統，中科院都已幾乎完成研發，卻被馬英九以「兩岸

和平」「美國不准」為由，中止開發計畫，胎死腹中。中國對台

的飛彈可是每年都在增加，早已超過千枚部屬了。自廢武功，簡

直莫名其妙。而這些先進的反制武器，在民進黨上任後有如解除

封印，都開始準備量產了。不論長程的重層嚇阻，短程的防衛固

守也一樣大步邁進。[ 上報獨家 : 中科院 3 年內完成　雷霆 2000



社會運動與觀察者筆記

157

輯二 

多管火箭系統增程兩百公里 ]。

不只完成了紅隼單兵火箭彈，還完成了無人機掛紅隼實彈射

擊，馬英九根本就是台灣軍事防禦的最大阻礙。陳水扁執政時，

身為黨主席的馬英九，就領軍杯葛，叫全民一起阻擋「凱子軍

購」。等自己上任時，就急著說要買，預算單價買的比扁任內

的報價還高。馬英九任內 8 年，因為共諜案氾濫，美國官方不

願意軍售先進武器給台灣，數次表明，是因為擔心執政者會把

軍事機密洩漏給中國（丟盡台灣的臉）。　

兩岸關係：

這也是懶得說了，中國黨馬英九永遠在自吹自擂說，「兩岸

關係」在他任內是最和平穩定的時刻，事實上在各大國際場合，

不管是體育、衛生醫療、或任何外交會議，中共每次都在打臉

馬英九的兩岸對等互利。中共從來沒有給「中華民國在台灣」

的治理當局一絲一毫生存的空間。

外交主權上是喪權辱國、任由中共宰割吃豆腐，自慰式的自

我催眠說擱置爭議，先拼經濟。結果大家都知道，經濟成績更

是慘不忍睹。完全打臉馬英九自吹自擂的中國讓利、兩岸關係

良好，一味的倒貼冷屁股，整天感謝中國的善意。後來都證實，

所謂的讓利都是假的，一時的騙局。

當年媒體整天吹捧的 ECFA，成績如何？卸任時，提都不敢

提。強推的 ECFA，出賣技術的台灣農、漁產品、高科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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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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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倒的倒逃的逃，大至百貨公司新光、太平洋集團都被坑

殺，摸摸鼻子認賠退出。請咕狗「中國團積欠台灣旅費」看看，

台灣旅遊業被中國團欠款賴帳數以百億計。這些都不會是新聞焦

點。

蔡一上任，什麼都還沒做，也沒改變什麼，中國就大張旗鼓

宣佈限制中國遊客來台的政策，這套路就擺明要台灣接受台灣

屬於中國的「九二共識」。中國在台政黨中國國民黨不但不譴責

中國以商逼政、企圖用政治力要打擊台灣經濟，還一路幫腔到今

天。在中國侵犯台灣主權、在軍事、航線等各種議題片面改變台

海現狀時，都是如此。Taco 這張圖就解釋了一切這樣的現象。
7

7.https://goo.gl/pucw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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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的媒體一面倒的站在台灣利益的對立面，毫無監

督，如果是陳述事實，不叫帶風向。而這些製造出平行世界的，

就是大家常聽到的「帶風向」的報導，結果就是造就無數台灣

版的曼德拉效應。

這就是我上次講課提到的，任何議題都可以套用的線圖，漲

漲跌跌，而整體走勢是漲的，但是漲的時候媒體都裝死，每次

跌的時候就媒體就狂罵，那大家就會覺得一直都在跌。反之亦

然。股票、油價、觀光產業、或任何產業、任何經濟景氣指數、

政績、民意民調都是如此套用操作。

再以國際關係來舉例：美國網頁「中華民國國旗」不見事件，

吵的沸沸揚揚，講的好像台灣要被國際拋棄了，要被邊緣化了。

可 是 再 看 看 這 個 跟 國 旗 消 失 事 件 同 一 天 的 新 聞，

2018.01.24[ 自由時報電子報 - 美國及多個友邦挺台參與 WHA 中

國措手不及擋不了 ] 。

世界衛生組織（WHO）中，你就不會看到媒體輿論撲天蓋

地的洗板。不再只是「史瓦濟蘭、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及海地」

等非洲小邦交國。而是美國日本力挺，輿論就是無法平衡報導。

官網撤國旗爭議 [2018-01-268 美國務院：台灣是重要夥伴、

持續支持台灣是重要夥伴 ]，中華民國不是，清楚知道了嗎？當

然文字的排列可以製造很大的效果差異，同時間另一家媒體標

8.https://goo.gl/q7fW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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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是這樣下的 :「美國務院稱台灣為重要夥伴 官網上仍不見我國

旗」

這就像下面這個經典的舉例

「酒店小姐白天勤奮念大學」聽起來很勵志

「女大生晚上兼差做酒店小姐」就容易受主流社會價值非議

偏偏主流媒體在非中國黨國執政時，就是喜好用後者負面的

角度來解讀一切。　

勞基法風向

（這段是探討「輿論風向」，政策議題在文末討論）

勞基法修法議題，無疑的是去年底一直延燒到本月的熱門議

題。不只是以前狂罵中國黨馬英九的帳號和粉專也轉向狂罵民

進黨。更罕見的是，你身邊平日沒在關心社會議題的人，都發

聲了。在臉書個帳、新聞留言、甚至在寶可夢的賴群組都有，

更不要說那些長輩群組了。關於勞基法的內容文末會討論，但

是不論法案的內容，先看看今天的勞基法輿論風向已經吹到什

麼程度？

2018年 1月 9日，東森標題卻是這樣下【立法院忙著修《勞

基法》！行政院驚傳女雇員跳樓身亡】
9 不意外的在臉書和新聞

9.https://goo.gl/kUro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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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都罵翻了：民進黨蔡英文賴清德的勞基法害死人啦！內文

卻是這樣 :「家屬有找到徐女的遺書，內容流露厭世字句，家人

也透露她患有高血壓、暈眩症等，對死因沒有意見。警初步判

定久病厭世而自殺，應該與勞基法修法、勞團陳抗無關。」　

這種可怕的媒體素質。現在是用：「中國客不來了、都是一

例一休害的」的模式，什麼都推給勞基法修法就對了？趁著風

向順的亂七八糟的時候，吸憤怒值，流量觸及賺滿滿啊。這陣

子哪一家媒體不是這樣

幹？現在風向就算不用

標題殺人，隨便放個勞

基法、過勞關鍵字，大

家就幹聲連連了。現在

輿論的走向，已經完全

是「台中空污」事件的

翻版。

有在關心政治議

題時事的應該都看過

2018.01.04 這 篇 精 彩

的科學分析『Re: [ 問

卦 ] 往年空汙有這麼

嚴重嗎？』
10 還有後續

10.https://disp.cc/b/163-ap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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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用科學打臉『[ 爆卦 ] 一次看清楚台中七年來空汙程度變化 

2018.01.26』11 這兩個本月在知識份子的圈子廣為流傳的資料統

整，請一定要看看。

對台中空污幹聲連連的，除了躲在背後的黨國勢力，其他許

多是長期關心空汙議題的族群，都還是用「感覺」在判斷、用情

緒在批判，何況是一般民眾？即使空污改善的證據已經都攤在陽

光下，到今天，講到空污的新聞，看到關鍵字，還是一堆人在幹

民進黨、林佳龍。

到今天，還是非常多人

深信：「唯一死刑，亂世用

重典，治安才會變好！」。

然後整天在懷念戒嚴。認為

兩蔣時期治安比較好。事實

是如何？

請看看犯罪案件數量與

破獲率的簡圖 12 勞基法的數

據，我相信明年再回顧，會

很有趣。再回到勞基法輿

論。「勞基法修了，老闆們

11.https://disp.cc/b/163-ar96
12.https://goo.gl/VFE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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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降價了嗎？一例一休時趁亂漲價店家一覽」
13
。

「一例一休去年（2017）上路引發反彈，行政院長賴清德因

此再度修改勞基法，卻引發抗爭。許多店家在先前一例一休時

受到影響，而反應為因應人事成本，商品要漲價。這些店家昨

天（11 日）被網友一一點名，列出「一例一休趁亂漲價店家一

覽表」，指出這些企業最高漲價 100%，讓許多網友酸「該調降

了吧」。

「一例一休？身為最負責任、最愛心頭肉的資進黨 14
，這種

惡法當然要趕快拿掉啊～」原 PO 標題就說得很清楚了，點名的

是「趁亂漲價」的商家。

「」指的是什麼？就是輿論一窩蜂的狂打一例一休時的亂。

所有主流媒體每天都在狂幹一例一休，說「企業人事成本增加，

都要活不下去了」的亂。讓許多無良店家有機會趁「亂」漲價。

要罵的話，第一該罵的是「亂」源，也就是每天渲染的媒體

輿論和宣傳者自己。第二該罵的是趁亂漲價的店家。現在呢？

不意外的都推給當初推一例一休卻整天被罵的民進黨政府。這

樣的評論邏輯真的可以嗎？　

現在網路上一片撻伐的勞基法修惡，說懷念馬英九，懷念中

國黨執政，但是拿的都是去年被全台輿論幹翻的民進黨推的「一

13.https://goo.gl/uA2e8R
14. 編註 :網路用語，抗議者批評民進黨偏向資方，而改其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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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休」的版本來比較，都不敢拿國民黨時期的來比較。這種粗

糙的偷天換日手法，還是騙到一堆人。

現在，所有關心勞基法的都知道原來的一例一休條件有多

好，無不高喊要原來的一例一休。

請問，當初推行一例一休的時候，明顯勞權提昇了，但是社

會輿論有因此覺得民進黨蔡政府有在照顧勞工嗎？你完全不會感

受到媒體帶出這樣的風向。詭異的是，整個批判的聲浪，是一面

倒的罵說要害死台灣企業的同時，又可以同時說會害死勞工。結

果也是一堆人跟著複誦，街坊鄰居、開計程車的、哪些市場的婆

婆媽媽，都會複誦，「一例一休真的會害死台灣人」。對啦，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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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害死資方，又害死勞方。然後被罵爛罵了一年的一例一休

版本，現在又被輿論吹捧搶著要…

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媒體投書，扯什麼日本跟德國為何二戰

輸是因為過勞。結果當然是效果顯著，吸引一堆人來罵資進黨、

蔡英文、賴功德 15
…，或是提到「台灣的出口代工業打造了經濟

奇蹟，而經濟奇蹟的幕後推手就是這些血淚女工，但沒有人記

得他們 ......」

「說起現在慣老闆們最「認真打拼」的年代，也差不多是台

灣工廠和代工興盛的時候。那是個只要努力，都還有機會翻身

的年代。但說來說去我們都遺忘了真正撐起那個台灣經濟奇蹟

的最重要基石——當時極為廉價、卻又吃苦耐勞的女工們。」

照現在的輿論風向，回到 1984年，回到加工出口區的年代，

回到家庭代工的年代。蔣經國不就是奴役勞工的王八蛋？蔣經

國時代，用的就是現在修改之前的萬年勞基法。當時那些過勞

血汗的勞工會比今日輕鬆嗎？請問當時輿論能像今日這樣批判

嗎？不能，也不會。

過勞之島，從蔣經國時代就有之。那時候說勞工想加班就不

會被罵，加班就變成「台灣錢淹腳目」蔣經國留下來的名聲是

什麼？親民勤政、創造台灣經濟奇蹟。唉唷 ! 怎麼跟賴清德差那

15. 編註 : 網路用語，勞團嘲諷當時的行政院長賴清德，要大家以做功德的態
度接受低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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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多？北韓式的歌功頌德真不簡單。結果觀眾的評論當然不意外

的又會扯去批評民進黨、蔡英文、賴清德。同樣的事情，蔣經國

來做，就是經濟起飛，人人有錢賺，親民！經濟奇蹟！神！

民進黨：「有些勞工想要多賺加班費 !」

輿論：「幹話啦！資進黨」

？？？是啊，現在風向就是這麼順，媒體狂炒勞基法，標題

弄點關鍵字製造仇恨，就觸及率標升啊。

事實上，勞基法改版才剛剛三讀，要到三月才會實施，身邊

一堆人根本不知道，每天講的好像大家被勞基法新制害得天天

過勞，每個過勞死的都是蔡英

文、賴清德害的。一下報的長

照低薪、一下報司機過勞、一

下報醫護過勞。現在低薪的行

情不是 2016 蔡英文定的。現

在過勞的，用的是以前馬英九

時期就一直用到今天的萬年勞

基法版本，或者是之前那個被

勞團罵到翻掉，現在又搶著要

的林全版一例一休。

慘，這就是曼德拉效應已

經深植腦中。選舉的時候，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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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就出來了，潛伏的病毒就

爆發了。複誦著：「不要台

獨！要拼經濟！人民生活最

重要！」但是事實是什麼？

他們口中那個「台獨」的政

黨，執政之後，完全是恪遵

中華民國體制，沒有推行過

任何一個實質台獨的政策。

不信的話，看看自己的身份

證，出生地那一欄，前三個

字是什麼？

整天說只要經濟變好，

誰來統治都好。整天說自己不是中國人，但是又愛罵別人去中

國化。去中國化又怎樣？經濟就是變好了啦。大家都說，統一

就能變有錢，那我願意統一。怎麼就不說，台獨能變有錢，那

我支持台獨？

事實上那些人口中的「台獨」執政，經濟就是比較好，貧富

差距就是比較小，房價就是大幅下跌讓建商和炒房客哀鴻遍野，

基本薪資就比以前提升，啊這些都是事實，不然咧。

以前陳水扁時代，台灣大學生起薪 26K，電視新聞和名嘴整

天都在韓國大學生起薪怎樣怎樣，整天都在人民快要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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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國黨執政之後，大學生起薪調降到 22K，整體薪資水

平倒退 16 年，物價油價電價都漲，機車加滿一次油都在 300 上

下。房價是從馬市長時期就開始連續 16 年飆漲！特別是馬總統

那八年，信義區從一坪 90 萬到超過 300 萬，這還是住宅區，商

業用地就更是天價。那時候是明顯的生存成本爆增的時期。

而炒房客台北炒到翻了，就開始往中南部去。像我們這種

中南部到台北工作想賺錢，之後返鄉成家立業的年輕人，各個

都氣炸了！我們在台北根本省吃儉用租頂加，也根本存不到錢，

想說不如歸去，但是家鄉的房價也都飛起來了，什麼一坪 60 萬

這種鬼數字一堆，到底去台北打拼是在拼什麼？然後馬政府還

要繼續開放中國炒房團來買地，不只是北中南，還有花東！

全台灣生育率開始暴跌，

年輕人不敢結婚，少子化危

機的爆發，就是在最會拼經

濟的馬英九那八年搞出來的。

結果現在一堆天才都賴在蔡

英文頭上。

那個時候主流媒體和賴

群組，有沒有天天再開幹「民

不聊生」？天天批評馬政府

要害死整個台灣世代？沒有，

只有那些關心社會議題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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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在抗議。主流媒體卻是一股聲浪說，批評馬政府的聲音是「逢

中必反、反商仇富、鎖國民粹阻礙拼經濟」。

我入社會開始呷人頭路的時候，剛好是陳水扁執政後期，一

路看著交棒給馬英九，一直到交棒給蔡英文。不妨去問問那些

所謂「七年級生」，剛好都是馬英九執政那時期進入社會工作，

對基層生活的感受是最清楚不過。如果你是所謂「七年級生」，

捫心自問最清楚，最「有感」的生活變得辛苦，是什麼時候？

絕對是馬英九那八年。

台灣被搞爛多年的產業環境當然不會在蔡英文這兩年就逆

轉變成天堂。但有變糟嗎 ?

輿論又是怎麼轟炸的？果

然，不意外的，我最擔心的

這套劇本還是上演了。

好笑了，台灣的勞基法

對勞工有利的就是「資方不

會遵守啦」中國的勞基法有

三倍加班費就是「比台灣進

步啦，趕快統一啦！」

請問什麼樣的常識、邏

輯和記憶力，讓你覺得中國

那邊會比台灣更遵守的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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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勞工更友善？資方可以自律？

以前一堆黨國慣老闆企業沒事就在恐嚇政府，特別是陳水扁

執政時說台灣產業環境爛透啦！哭屎哭尿說反商仇富啦要出走

啦！阿奇怪了，如果中國勞基法比台灣更照顧勞工，那為什麼那

些喊要出走的企業，不是去找更讓他們 cost down 的地方，卻是

出走去一個勞基法更嚴格的地方？一個對企業資方更不友善的地

方？

十幾年前，中國還欠缺技術的時候，一堆傳產台商搶著去，

為的是什麼？難道是愛中國？當然是為了賺錢，利潤哪裡來？有

點常識的都知道，就是看中廉價的中國勞工。一線城市起來了，

勞工漲價了，整批台商產業鏈就集體遷徙，往二線、三線的城市

去找更廉價的勞工。即使是揚名世界的血汗大廠富士康，為國際

企業接單的，還不是血汗到一年 15 個人跳樓，跳到頂樓全部圍

起來，嚴厲管制。搶著去富士康的還是絡繹不絕啊，中國人口就

是多，老闆就是那個心態，你不做，還有千千萬萬中華兒女搶著

做。這不就是馬英九那八年主流媒體商業期刊最愛吹捧的「狼

性」嗎。

陳水扁那八年，媒體整天在說韓國年輕人起薪多好，薪水多

高。馬英九執政那八年，就都不講了，都開始講中國人多有狼性。

2008 年那陣子剛入社會工作的都還記得，當時社會輿論是怎樣

批判年輕人。「爛草莓、不肯吃苦、沒有競爭力、沒有狼性、一

代不如一代」這類慣老闆幹話，最猖狂盛行的時代，完全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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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價值。當時的年輕人根本不敢回嘴，奴的跟什麼一樣。你

不做，中國（更廉價）的年輕人搶著做。台灣年輕人不配合加

班就是爛草莓沒有競爭力，台灣要被邊緣化，就中國人很有狼

性要把你取代！

怎麼？現在勞基法炎上 16 了，中國就突然變成勞工天堂了？

年輕人就不狼性了？狼性自助餐喔？統戰文宣引用的新聞，標

題寫得很夢幻，「假日加班費三倍！」
17但是內文說得很清楚了。

傳統上，中國大陸有許多農民工從內地前往沿海地區離鄉工

作，是為了養活家鄉的一家老小，所以非常願意配合公司犧牲

休息時間加班工作，爭取更高額的加班費。但大陸 1980 年以後，

多數居住在城市的新一代年輕人，比起賺取兩倍的加班費，寧

可在閒暇時或上班趁老闆不注意，在淘寶、微商開店賺點外快，

也不希望在公司加班，剝奪寶貴的休息時間。這是大陸新舊世

代最大的區別。」

難道都沒有人看出蹊蹺？

這狀況不就跟台灣一模一樣嗎！？就是因為他媽的一直被

凹，加班燒肝又拿不到應有的酬勞，所以現在的年輕人才會不

爽加班，假日寧願休息啊。如果有依法有加倍的加班費，加班

哪會引起那麼多民怨？何況還三倍加班費咧…那些批評台灣年

16. 編註 : 炎上為日文，形容議題火熱起來。

17.https://goo.gl/qynI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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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臺灣
島文

輕人不肯做粗工的腦補理論，早就被一窩蜂去澳洲打工做台勞的

年輕人破解了好嗎。不管是種田還是屠宰肉品，薪水高，福利好，

加班費依法來給，不管是台灣還是中國的年輕人還不是搶著？真

有人相信中國的企業制度產業環境比較保障勞工？？？　

大家都知道中國是個人治國家，和新疆、西藏簽署的【和平

協議】都可以變成大屠殺。香港呢？ [ 新聞 ] 直接否定《中英聲

明》　陸外交部：只是歷史文件 18
。

連官方在國際上的簽約，都可以片面的賴皮變成一張廢紙。

一般民間企業會恪遵勞基法？生產黑心產品的世界工廠，會比台

灣遵守勞基法？還是再問一次，狼性自助餐喔？

那篇吹捧中國勞工比較幸福的鬼文，擺明著的就是統戰文

宣，出自之前「主張鄭南榕要烤三分熟」的低級統戰粉專「公民

1495」。底下留言一堆在幫腔，說台灣要被民進黨搞爛了。中國

就是什麼都比台灣好，人人都賺錢、勞基法都比台灣進步。

統戰的痕跡這麼明目張膽，大家也無所謂。

若要講一些陳述事實的逆風言論，就是資方走狗。若提防統

戰，不打民進黨，就是雙重標準。　

乾脆給中國統治還比較好，結果風向對了，政治正確了，還

是一堆人點頭如搗蒜，一天就突破上千分享，其中不乏常常關心

18.http://disp.cc/b/163-a7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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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時事議題的帳號，甚至立場還是主張台灣獨立的同溫

層友人。

就是這些可怕的媒體輿論都是造就台灣的曼德拉效應的平

行世界。營造出 # 中國才是活路的迷思。

台灣的需求優先順序

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中提到：

「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實現」等不同層次的需求。

以台灣來說，上層的各種議題，如環境、動保、勞資、性別、

食安、經濟、弱勢族群…等等，都屬於「使社會更進步更文明」

的價值層面。而撐起這些議題的下層結構，有如空氣、水、食物，

是構成一個生命最基本需求層次。

人們喜歡聚焦於民生經濟，關於吃不吃得飽的問題，但其實

在經濟的結構下層，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底層結構需要正視，那

就是攸關台灣存亡的國安議題，台灣的民主。

我們很推崇「國際觀」，卻普遍對自身國際地位一知半解，

當全世界都在關心台海政局的一舉一動時，自己卻毫不關心。

今天我們且不談台灣建國獨立，就退一大步，以「維持現狀」

的立場，也是目前多數台灣人接受的「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

華民國就是我的國家」這樣的主流社會認同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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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臺灣
島文

國際學者智庫的分析一直提醒著我們。這是台灣在國際上的

特殊位置，在地理位置、經濟、軍事上必然的位置。不是誰執政

就會為兩岸帶來和平。台灣人自己要去思考對內、對外，什麼樣

的政策路線才是台灣長遠的安穩。然後做出判斷，讓國際的盟友

知道台灣的選擇。

世界上其他文明先進國家如美日澳或歐洲各大小國，在議題

需求的金字塔結構中，國安問題相對台灣是穩定多的。幾乎不用

擔心有其他內憂外患的政權勢力要侵略、併吞他的的家園。所以

他們的公民可以把更多心力放在關注上層那些「使社會更進步」

的價值議題。

但台灣不是，認清台灣「國情」與他國的不同，台灣民主自

由的存亡，優先於任何「進步價值」。請優先捍衛台灣的民主

自由，因為就算對執政者再失望憤怒，台灣人都可以選票不斷輪

替。可是一旦接受中國極權政權的併吞，才發現被騙，就完全來

不及了，所以中國併吞台灣的議題幾乎是最底層需要在意的問

題。

nagee 的初衷

在每一場分享網路倡議的講座，都會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畫

這些政治議題？」「會是終生志業嗎？」

身為一個創作者，我終究還是希望回歸到創作的本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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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可以不用再追著那些不斷跳針的議題跑，希望全民都能一

起分攤責任，關注重要的事，讓我們生活的土地變得更好，創

作者可以自由、安心的創作。

如果大家都關心那些被忽略的重要的事，就不用每天追著議

題跑了。生活已經這麼累，誰不想看、畫輕鬆的事？畫政治議

題，看的人累，畫的人更累，尤其是要整理量資訊，把議題消

化轉換成大家容易接受的故事。

我做這些議題，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不用再畫那些議題。

這有兩個意義：

是該問題已經被解決（當然這狀況很少見）

是該議題已經不再是被大眾所漠視、忽略。變成大家關注的

熱議話題。

自己怎麼會不清楚，粉專粉絲人數成長最快的時期，是早期

畫月夜和他的宅朋友們、蓉妹、跑趴三姊妹、那些網路生活故

事。踏入政治絕對不是一條廣受歡迎的路， 但台灣再這樣下去

遲早被中國併吞，堅守著臉書粉專的「清新」，就算能經營到

有百萬粉絲，又有什麼意義？發出最後的怒吼，只是為了對得

起自己的良知。 

2014年 318太陽花學運時，【請大家關心服貿】這一篇 19

19.https://goo.gl/qGFt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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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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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nagee 政治出櫃，正式面對中國併吞台灣問題的第一篇。

做這篇圖文時，群眾還沒有攻佔立法院。敘事的角度可以看到

當時心情的無奈：在 318 之前的輿論風向，大家還是一面倒的

批評這些學生和陳抗者，是社會亂源，是民進黨的職業學生等

等，用各種尖酸刻薄的惡意來冷嘲熱諷。當時看到網路分享的

現場群眾，以為這場抗爭又是稀稀落落的被少數的警力驅散。

就這樣在媒體消音下落幕。照往例大家應該還是漠不關心。

當時的心態只有絕望。是一種「台灣的民主自由，將要無力

回天了」的氣氛。台灣的經濟命脈將要被中國在台政黨的馬政

府鎖國於中國，已經在懸崖邊緣，主流媒體還是每天用行車記

錄器、中國地方趣聞、網路影片充新聞時數，掩蓋真正重要的

新聞。大家也無所謂。擁有媒體聲量的網紅、藝人，還在那邊

嘻嘻哈哈講些無關痛癢的事。很少人願意站出來講話。當時的

社會氛圍，並不覺得自己能改變什麼。

在318以前，直接跟中國在台政黨對嗆根本就是把自己弄臭：

陳水扁 2008 交棒的時候，同梱的民進黨的名聲是比大便還

臭，當時接棒的馬英九，是台灣近代史無前例的政治明星，「拼

經濟」的救世主，天使般純潔光明的形象，下凡來拯救「民不

聊生水深火熱」的台灣人。風靡全台，大家都愛死他了。沒有

人敢質疑當時執政的馬政府做的一切。否則就是挺貪腐、海角

七億同路人。即使馬英九執政後、形象馬上破功，但歷經陳雲

林事件引發的野草莓學運、八八風災、和一連串的幹話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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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曾像今日蔡英文政府這樣被全台輿論撻伐。所以踏入政治

議題光譜最冷僻的那一塊空缺，不要說統戰份子，光譜中間的

大眾也視 nagee 為偏激的那邊。

我很幸運。本來預計是把中國在台政黨罵了一輪之後，也差

不多把自己的粉專玩完了。卻萬萬沒想到 318 運動終於把中國

統戰的議題炒熱，讓主流媒體也不得不正視面對，為了收視率

也相繼跟風報導。一連串的骨牌效應，讓台灣其他政治議題受

到更多人關注，造成 2014 六都之戰、2016 總統立委翻盤。因為

後來中國在台政黨受盡萬民唾棄，所以監督中國政黨的議題也

還算被接受，經營起來還算有點人氣。

共同的願景

不禮貌鄉民團團長去年因為常常發文批評政黨輪替後的執

政黨民進黨，受到一些責難和質疑，讓他很難過，跑來找我聊

天，問問我的意見。我跟他說，台灣議題的光譜，就像一條長

條的漸層，左右兩端是統獨問題。中間則是其他讓社會更進步

的議題。每個人都有他關心的議題，每一個議題也都需要有人

關心。社會倡議就是這樣：「每一塊空缺都要有人去填補，每

個人都會找到自己的位置戰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