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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在政爭中落居下風的馬英九總統，昨透過國民
黨中央發出聲明，表示不向最高法院提出對立法院長王金平黨籍假
處分案的再抗告；不過馬希望法院盡速審理王所提確定黨籍存在的
本訴，對關說案清楚交代。黨政人士指，馬也強烈期望王在13日
前向國民黨廉能會提出申訴。馬不提再抗告，閣揆江宜樺前天又主
動破冰拜會王金平，被外界視為馬要與王「和解」；但黨政人士坦
言，馬是想讓焦點由監聽風暴轉回司法關說，讓王不能迴避。

國民黨廉能委員會成員名單
林時機 前監察委員

羅仁權 台大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翟宗泉 前監察委員

周家華 台北科技大學教授

吳東明 調查局前局長

紀俊臣 東海大學教授

李伸一 前監察委員

高惠宇 中央廣播電台前董事長

王光宇 調查局前局長

彭懷真 東海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李建興 教育部前政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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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先緩和黨內壓力
馬王政爭從上月6日特偵組開記
者會指控王金平涉司法關說開始，至
今一個月，其間馬英九二度公開重批
王，並要求國民黨考紀會撤銷王黨
籍；不料王向北院聲請假處分，北院
裁准，國民黨向高院提抗告又被駁
回，王金平穩坐立院龍頭寶座。馬在
司法上連敗兩城，其間又身陷檢察總
長黃世銘洩密案及特偵組監聽國會風
暴，民調不僅直落谷底，也面臨黨內
領導威信空前挑戰，他要如何脫困，
各方都在觀察。
黨政人士昨透露，馬這幾天與江
宜樺密集討論，兩人同意政院先釋出
善意，緩和行政、立法僵局，前天中
午馬江會面敲定由江主動拜會王金
平，當晚江又到總統府與馬會商到深
夜，馬決定不在假處分案抗告上與王
糾纏不清，先回應黨內要求停止抗告
的聲浪，緩和黨內勸和壓力。

籲王向廉能會申訴

定讞前穩坐院長位
國民黨廉能會有13名委員，功能
包括審議黨員受黨紀處分的申訴案。
對於馬希望王向黨內廉能會申訴，黨
政人士說，若王堅持只走司法解決，
由於保留黨籍的民事訴訟本就是王所
提出，國民黨只能應戰，且黨已給王
申訴機會，是王拒絕，未來在法庭攻
防時，對國民黨會比較有利。
不過，這名黨政人士坦言，王金
平在假處分案上獲勝，即使未來進入
民事訴訟，王在定讞前幾可確定能當
完本屆立法院長，不可能如馬期待，
任由廉能會調查他是否關說，除非馬
英九願意俯首認輸，放棄「大是大
非」的堅持，否則馬、王間表面的善
意仍無助化解僵局。

王營：仍只走訴訟

李福登 前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校長

09/13 北院裁准王金平假處分
09/14 總統府表示現階段馬和王的互動
原則是「訴訟照打、政務照推」
09/16 國民黨向高院提抗告
09/28 特偵組監聽國會總機案爆發
09/30 國民黨抗告被駁回
10/01 王金平稱不會提黨內申訴
10/02 馬英九呼籲王循黨內機制向廉能
會提申訴
10/05 馬英九表示不再對王假處分向
最高院提抗告
資料來源：《蘋果》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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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 特偵組開記者會指立法院長王金
平涉司法關說案，馬英九表示震驚與痛心
09/07 馬英九要求人在國外的王金平盡
快回國說明
09/08 馬開記者會，以「司法史上最恥
辱的一天」形容關說案
09/11 馬再開記者會重批王已不適任立
法院長，要求國民黨考紀會作出撤銷黨籍
以上處分。王的黨籍遭撤銷後，向台北地
院聲請假處分及提起保留黨籍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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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政爭過程
馬英九態度變化表

針對國民黨不提再抗告，王金
平的律師許英傑說：「法律規
定國民黨可提起再抗告的期
限是10月11日，所以等11
日期限過後再回應。」王金
平幕僚昨僅表示，王只希望政局
早日安定，國家早日回歸正常。至於
是否進行黨內申訴？近王人士表示，
王院長已公開說過不讓黨為難，避免
再次傷害黨，所以單純走訴訟。
廉能會委員、中央電台前董事長
高惠宇說，廉能會不預設立場，一定
經過詳細調查釐清事實，以共識決作
出認定。
按法律程序，若國民黨11日前沒
提再抗告，假處分案就確定。至於王
金平提的民事訴訟，資深法官指，正
常情況下至少須2年才會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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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耀銘 朝陽科技大學副校長

江宜樺與王金平破冰
■
後，昨出席活動心情大
好。 
侯世駿攝

國民黨發言人殷瑋昨轉述馬說法
表示，關說案發生後，不少中常委、
黨籍立委及黨員，一方面支持他維護
司法獨立、反對關說司法個案的立
場，一方面也對政局發展感到憂心，
馬也聽到大家希望國民黨不要再提抗
告的聲音，為了兼顧政局安定，他在
與各界人士研商後，決定不提再抗
告，但馬也認為王金平為保留黨籍已
提起民事訴訟，國民黨也應將焦點拉

回處理實質問題的「本訴」，希望法
院盡速審理，給民眾一個答案。
黨政人士則指，除不提再抗告，
馬也劃出最後底線，就是讓王金平回
到黨內申訴機制，只要王在本月13日
期限內願意向國民黨廉能會申訴，說
明有無關說，若廉能會認為王的罪不
至於撤銷黨籍，馬會尊重廉能會調查
結果，這樣王可保黨籍，現行民事訴
訟自然就可化消。

註：中獎號碼及獎金以主辦單位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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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後 王籲江訪綠營化僵局

委陳其邁昨明白說，馬撤回
再抗告，是因為知道要抗告
成功比登天還難，自找台階
下，「所謂善意及和解根本是假的，
馬怎可能停止追殺！」藍委原本高度
肯定馬總統不提再抗告，認為馬王和
解出現契機，但得知國民黨對民事訴
訟仍照常進行，連過去一向挺馬且促
成王江會的林郁方都說：「馬總統好
像一手遞橄欖枝，一手拿劍，不知道
他是要和還是要戰？坦白講，有幾分
失望。」藍委羅淑蕾也說，先前考紀
會鍘王的方式讓各界對黨都沒信心，
誰會願意再去廉能會挨刀？

今彩

■關說案引發9月政爭，社會普遍
不滿。圖為929民眾上街嗆馬。
行政院長江宜樺前天
在馬總統支持下，和立法
院長王金平進行「破冰會
談」，江希望王協助化解
行政、立法僵局；王金平
昨發表聲明指「這是好的
開始」，願促成政院與朝
野立委深度對話，化解社
會紛擾，也有助政務推
動。政院發言人鄭麗文回
應，感謝王院長建議，政
院一定加強與朝野溝通。

「兩院沒什麼隔閡」
王金平聲明指，江揆
五度無法上台報告，社會
多所憂心，立院是合議機
關，反映社會多元意見，
只要江揆進一步廣開溝通
之門，取得朝野共識，將
有助議事順暢。負責溝通
兩院的行政院秘書長陳威
仁說：「大家本來就是好
朋友，王院長也很照顧，
兩院沒有什麼隔閡。」

柯：假動作就免了

藍委廖正井、黃昭順
建議江揆拜會在野黨團取
得諒解，廣納雅言，施政
才能邁出去；林郁方主張
「必要時道歉都是應該
的。」綠營也要釋善意放
棄杯葛，朝野才能和解。
不過，涉關說案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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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要知道自己這
一生要什麼，沒有人
比自己清楚答案。
《勇敢去敲未知的門》作者

李紹唐

小

啟

敬告讀者：
《生活八爪魚》今天移
刊B疊，不便之處，敬
請原諒
《
 蘋果日報》編輯部謹啟

進黨團總召柯建銘並不買
帳，強硬表示：「現在應
該撤換毀憲亂政的行政院
長，還有什麼好拜會的？
假動作就不必了，馬政府
不要再騙了！」他說，江
揆唯有誠懇向台灣人民道
歉、認錯，才會有原諒。
至於昨傳出江揆主動
轉述與王金平會談內容，
引起王不悅，政院官員昨
說，事後得知可能引發誤
會，第一時間已透過管道
向王澄清。
■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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