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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漲，電費也要跟著

調漲，平心而論，不

管是誰執政，都必須面臨

不得不反映國際能源成本

的難題，但在著手計算油

電調漲數字前，政府部門

應該對症下藥，找出拖累

預算的原因，而不是拿人

民開刀，政府難不成要人

民回頭再過苦日子嗎？

　以台電為例，不檢討購電價格，也不檢討拚命

蓋電廠是否有迫切性，當被社會大眾指責調漲電

價不符合公平正義時，卻拿員工的福利政策來當

擋箭牌，自以為就能消弭不平聲浪，這干員工什

麼事？笨蛋，問題在浮濫投資及營運管理不佳。

先改革不該拿人民開刀

油電雙漲真是離譜，這

些日子，人民怨聲載

道，我們的政府好像都麻

痺了，絲毫沒有感覺到人

民的痛楚，不從根本面來

解決長期虧損，反而拿全

民來買單，再這樣下去，

人民對政府會失去信心。

　調漲影響的層面很大，

包括中小企業也都受到波

及，民生用品也陸續調漲，儘管七大賣場設置抗

漲專區，但抗漲產品有限，消費者仍須面臨荷包

消瘦的局面，因此，政府大動作調漲電價，是要

大家勒緊腰帶過日子嗎？我認為中央政府對此應

深思熟慮，急踩煞車，免得賠掉人民的信任感。

中央政府應該急踩煞車

台灣人民支持馬英九連

任期待未來的日子會

變好，如今油電雙漲、瓦

斯、物價、節節高升，人

民期待「馬上」變好，現

在是「馬上」皆漲。

　台灣人民的薪資倒退到

十三年前的水平，水電雙

漲的結果是物價蠢蠢欲

動，身為民意代表實在是

很感慨。

　政府沒有苦民所苦。在沒有完善社會福利配套

措施前，貿然調漲油電價格，只會造成基層愈來

愈貧窮，生活壓力大，自殺事件層出不窮，這樣

的惡性循環，實在讓人憂心。

應有完善社福配套措施

油電價格調整，引起基

層民眾相當大的反

彈，我感同身受，也希望

中央政府要有配套措施，

一起幫助基層、弱勢民眾

度過生活壓力與難關。

　我認為漲價是政府不得

已的抉擇，許多老百姓跟

我一樣也願意共體時艱，

但是中央對於貧病、弱

勢、低收以及邊緣家庭更應該主動關懷與協助，

不要因為物價上漲的壓力，讓基層家庭喘不過氣

來。政府要執行任何政策前，一定要加強溝通尋

求最大的共識，人民信任政府，才能成為政策推

動的助力。

政府要幫弱勢度過難關

馬總統喜歡跑步，台灣

人民活不下去已經要

「跑路」。花蓮就業環境

不好，油電雙漲痛到社會

最底層的人，馬總統用自

己的標準看社會事，根本

就是「何不食肉糜？」的

總統，這樣的國家領導人

只用自己的思維來執政，

聽不到基層民眾的苦痛。

　請馬總統張開眼睛看看台灣人民的生活，自我

感覺良好的可能只有他自己與中央官員，台灣人

民已經活不下去要跑路了，馬總統還可以在非洲

輕鬆跑步。

台灣人民已經活不下去

老百姓真的很苦，什麼

都漲，薪水卻沒漲，

尤其是低收入戶更辛苦，

不僅只有油電要多負擔，

所有的物資都上漲，民眾

生活愈來愈苦，政府應該

要站出來想對策，不然老

百姓怎麼過活？

　除此之外，中油、台電

也要拿出善意，不該所

有的福利都由全民來買單，例如調整內部人員編

制減少開支，任何花費支出都有所節制，景氣不

好，就該節制，而且夏天要到了，總不能大家省

電費不吹冷氣或是電風扇吧，每個人都要工作要

休息，天氣這麼悶熱怎麼省？實在是太離譜了！

政府應有對策幫助百姓

我很疑惑，油電有必要

一次就漲這麼多嗎？

這對於量入為出的家庭負

擔很大，尤其是對薪資所

得不高的家庭，更是一大

負擔，政府應該想出對

策，給予補貼。

　此外，現在大家都在拚

命省，這是大家所不樂見

的，不過高所得的家庭事

實上影響不大，政府應該衡量，不該加重一般民

眾的負擔。另外，民眾可趁著這波漲幅，施行低

碳生活，反思能源節約的問題，現在可以省，那

未來若是價錢下降了，大家是否能夠依然愛惜地

球，持續低碳生活？

政府不該加重民眾負擔

國營事業的存在應是穩

定物價，如今卻因政

府無能、未做好開源節流，

竟放任國營事業帶頭漲價，

根本就是把人民當提款機，

油、電雙漲所帶來的後續效

應，便是各項民生物資飆

漲，激發高度民怨，再者，

台電並非因為實際經營虧

損而調漲電價，而是因為

規劃控管不當所導致，像是油漆一根煙囪花了一億

多元，備載容量比目標值高出許多，每年都有上百

億元的發電設備閒置，等於台電花大錢擴廠卻用不

到，平白增加台電的負債，簡直浪費公帑，政府應

先從自身做改革，重新檢討不合理的浪費與缺失。

政府無能激發高度民怨

也許這麼說，就算油電

現在不漲價，但是過

一段時間還是會漲，雖然

我們不能接受，但是在地

方也無可奈何。更讓我們

不能接受的是，台電說他

們虧本，但員工的年終獎

金這麼多，老百姓誰能跟

他們比呢？如果台電真的

虧本，他們為什麼不能像

一般企業，對員工的年終獎金來調降？就中油來

講，你漲價了，我們去加油服務態度也沒有改善

呀，民營的加油站服務多好，你要漲價服務就是

要好。還有縣政府對於油電漲價現在也沒提出什

麼應對辦法。

台電應該調降員工獎金

油電的政策性漲價，導

致民生物資跟漲，民

眾面對只有薪資未漲的情

形下，對政府的信任感及

施政滿意度大為下降，政

府應做的不只是要求行政

單位及社會大眾「節儉、

節能」，應是提出有效的

經濟方案讓大家有錢賺。

　大陸近年來都有兩位數

的經營成長，港、澳、星則有相當高的幸福滿意

度，臺灣不僅找不到幸福感，而且因民生物資的

不斷高漲，導致抱怨連連，讓百姓過好日子政府

責無旁貸，不能僅是口頭上的關心、重視，應設

法增加民眾的收入，實質的讓大眾有受惠之感。

應設法增加民眾的收入

真是吃不消！油價、電

價相繼漲價，導致各

種農產品成本快速上揚，

可是售價反而因為消費能

力緊縮而下跌，如果這種

情形持續下去，臺灣的基

礎傳統產業、農業將無法

生存，遺憾的是到現在一

直沒看到政府有什麼因應

措施，實在令人擔憂其

後果！我認為政府在調漲油電價的同時，要先擬

定基礎產業可以承受、因應的長遠配套規劃，否

則營利趕不上成本的提升，最終結果是造成不景

氣、惡性循環，表面上受害的是各行各業，其實

重創的卻是政府的經濟體系與未來發展。

臺灣基礎產業難以生存

政府讓油電漲價必須做

好配套措施，這一次

漲幅過大，牽動民生消費

也跟著大漲，油電漲價沒

有做好配套，徒然造成更

多的民怨，蓄積更多的社

會問題，政府應多著墨在

貧富不均、失業率居高不

下等等問題，動不動就漲

價，徒然讓社會民生問題

雪上加霜。以花蓮南區原住民為例，不少中低收

入原住民早已經失業多時，生活已很難過了，如

今又讓油電齊漲，真是情何以堪？我強力建議政

府應趕快跟著調漲中低收入補助金等善後措施；

沒有配套的漲價，只會逼死社會的中下階層。

應調漲中低收入補助金

天下哪有公司經營不

善，賠錢找員工負責

的道理？台電、中油因人

謀不臧造成虧損，卻要全

民買單，這是什麼政府？

　台電與中油都是國營企

業，享有一般企業所無

法享受的特權，但是，卻

經營不善，頻頻虧損，尤

其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中

油、台電虧損需全民買單，所謂的「法定盈餘」

更是笑話，中油、台電對於經營者人謀不臧本應

自行檢討與反省，不是拿民眾「出氣」。對於台

電、中油的虧損，政府有必要將購油、購煤成本

公開，讓全民知道虧在哪裡？不是政府說了算。

購油購煤成本必須公開

政府四月油漲得不像

話，五月再漲電，水

費、學費、健保等隨著上

漲，人民都已經生活在水

深火熱中了，中央政府都

沒有看到嗎？還是無視人

民死活，這等蠻幹將會把

人民逼向死路。

　近日下鄉，人民都在罵

政府；罵馬總統拿到選票

就可以不管人民死活，沒了選票壓力就肆無忌憚

糟蹋人民，政府的存在無法讓人民安居樂業，特

別是花蓮縣多數處於弱勢的原住民同胞的生活，

政府若失去執政的公平正義，將會官逼民反，屆

時民代將和人民站在同一陣線，反對雙漲。

蠻幹會把人民逼向死路

油、電雙漲是噩夢的開

始！照顧人民的生活

是政府的責任，政府不能

把國營事業的虧損，轉嫁

由人民承擔，這是不合理

及不合法的作為。

　我選區有一戶照顧植物

人女兒的單親媽媽，因為

全職照顧，生活來源都是

政府的補助，開銷很大，

若不是有公益團體的零星支援，早就撐不下去

了，植物人要靠製氧機、抽痰機、冷氣機等維持

生命，這些器材都是需要電力，油、電雙漲後怎

麼支付電費，連帶奶粉、紙尿布齊漲，這不是要

逼這對母女，因無法支付超額支出，走上絕路？

虧損不能轉嫁人民承擔

有破壞才有建設，對於

油、電雙漲的問題，

雖然一時民眾難以接受，

但是這是世界的趨勢，也

是化危機為良機的機會，

不過希望政府能對弱勢族

群有所補助，對於台電、

中油內部的經營問題，政

府也要加以檢討。

　對於油、電雙漲問題，

除執政者需要坦然面對，民眾也需要面對，對於中

油、台電內部問題，政府要有所反省，民眾也要自

省，希望民眾給政府信心，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及

品質，提高人民收入，在逆境中求成長，更在此一

困境中養成節能減碳的習慣與方式。

希望政府補助弱勢族群

中油及台電雙雙喊漲，這種做法除給

民眾不良觀感外，更直接聯想這是

國民黨的騙票行為，如果這種做法能持續，就代表國民是「

健忘」的。

　台電、中油都是國營事業，享有一般企業所沒有的特權，

依理這種受到國家特權保護的行業，哪有賠錢的道理，在人

謀不臧的經營下，賠了錢卻要「全民買單」，這是什麼樣的

政府？

　此次國營的中油及台電雙雙喊漲，為何在總統大選前不漲

，而選後沒有選票壓力下就快速喊漲，這種做法民眾是無法

接受的，除留給民眾一種「騙選票」的不良印象外，就是要

漲也應慢慢來，這種即漲方式已造成上班族「沒有明天」的

感覺，薪資與消費不成正比，社會新鮮人一輩子永遠都是「

無殼族」，想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家是一「遙遠的夢」。

　國營事業享盡了特權，竟然發生人謀不臧的憾事，政府卻

不知檢討，更因油、電雙漲，造成通貨膨脹，加上國民就業

環境不佳，引發「自殺潮」，這些不幸事件的發生，原罪不

都是政府嗎？

　一個大有為的政府，不應「寬以待己、嚴以待人」，更不

可縱容國營企業而造成民怨。政府應塑造大環境讓人人有錢

賺，改善環境增加稅收才是正途，否則「改朝換代」隨時都

會發生。

選前不漲騙票 政府應該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