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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崑萁挺馬 宋家軍倒戈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 星期二

憂兩岸關係生變影響花蓮旅遊業

【本報訊】據中通社9日報道：傅崑萁在挺馬的造勢大會
上指出，現階段選情緊繃，選民憂慮與壓力與時俱增，若民進
黨執政，兩岸關係不可預期，花蓮屬經濟弱勢縣份，最近花蓮
觀光產業不好，他感同身受，壓力更大，只有馬吳獲勝，才能
讓台灣在持續穩定中求發展。

2個月前知會宋楚瑜
不過，傅崑萁講話中仍然一再強調，宋楚瑜是他畢生的導

師，對宋主席的尊重從來沒有改變，絕不敢造次；但約於2個
多月前，他已向宋楚瑜當面報告過，為了花蓮 34 萬鄉親，在
「總統」選舉部分（支持宋楚瑜）真的有困難。

傅崑萁表示，2008年，他擔任親民黨總召，與國民黨的吳
敦義合作，促成國親整合，打贏 「總統」大選，此次大選他也
想扮演 「魯仲連」，盡心促成國親整合，但人微言輕無法完成
大願。最後，他決定回歸花蓮，一心一意以花蓮人福祉為依歸
，即使被誤解、被謾罵，他都必須說 「政治是一時的，百姓是
永遠的。」

他強調，在情感上，他是支持宋楚瑜的。但在理智上，為
了花蓮34萬的鄉親未來的權益，他必須要力挺馬英九。

藍軍料有助馬選情
傅崑萁9日正式公開挺馬，在政壇引發極大回響。花蓮縣

議會議長楊文值表示，這樣確有助於衝高馬英九的得票數，對
馬的選情確實有幫助。

國民黨花蓮縣委員會主任委員蔡啟塔表示，不論是誰，願
意支持馬英九，站在國民黨的立場都表歡迎，支持馬英九的人
越多當然越好。

國民黨立委邱毅在此之前就曾表示，在挺宋人士中最有實
力的就是傅崑萁，光是在花蓮就有 10 萬票的影響力，如果到
選戰最後關頭表態挺馬，會產生極大的西瓜效應，馬的勝算就
更高了。

國民黨立委洪秀柱則強調，傅崑萁非常聰明，做事從大局
出發。其實，傅崑萁並不是背離誰或迎向誰，只是不想看到
「泛藍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橘營稱票在民眾手上
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吳崑玉表示，這次選舉，票在人民手

中，而不是在任何政黨或是哪個政治人物手中，選民願意支持
誰就投誰，就讓選民依照自己的意思來投票。他還說，親民黨
能夠理解傅崑萁遭受到很大的壓力和苦衷。

民進黨立委蔡煌瑯則指出，政治的現實逼得傅崑萁拋棄人
情義理、選擇政治情勢的利益，宋楚瑜面對最忠實的子弟兵傅
崑萁態度的轉變，內心應該冷暖自知，感到世態炎涼、人情薄
如紙。

距離大選投票倒數5天，一直被認為是宋家
軍的花蓮縣長傅崑萁9日參加 「力挺馬吳花蓮縣
團結造勢大會」 ，從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手上
接下戰旗，公開支持馬英九拚連任。

台女命案嫌犯被捕後自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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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
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親民黨 「總統候選人」宋
楚瑜的子弟兵花蓮縣長傅
崑萁昨天正式表態支持國
民黨 「總統候選人」馬英

九，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亦給正處於
拉据、膠着狀態的選戰投下了一顆震撼彈
。儘管早前關於 「宋將挺馬」的傳聞已不
脛而走，但一經證實，人們還是一臉迷惑
：何以傅崑萁陣前倒戈？其舉措又是如何
左右馬宋選情？

傅崑萁的動向一直被視為本屆大選最
值得關注的變數之一。花蓮縣位於台灣的
東部，與台東縣一起被譽為台灣的後山，
同時也是泛藍陣營的 「後花園」。二零零
八年大選，馬英九在花蓮就囊括了七成七
的選票。雖說當地人口不多，但在寸土必
爭的激烈選戰中，一票已能定生死。然而
， 「天有不測之風雲」，原本以為十拿九
穩的花蓮票倉卻因縣長傅崑萁的政黨傾向
而變得岌岌可危，當中主要牽涉到他與國
親兩黨的恩恩怨怨。

親民黨自二零零一年立委選舉取得耀
眼成績後，便開始走下坡路。一方面近年
立委選舉改制，不利小黨生存，親民黨在
四年前的立委選舉中幾乎全軍覆沒。儘管
「大哥」國民黨得以重新上台，但親民黨

卻未分享到執政資源，泡沫化已是遲早之
事。另一方面，黨魁宋楚瑜在二零零六年
台北市長選舉中元氣大傷，黯然棄政。俗
話說 「樹倒猢猻散」，不少親民黨人士紛
紛改披藍袍，而傅崑萁則是 「身在藍營心
在橘營」，對宋楚瑜的忠誠始終如一，與
國民黨的關係卻是若即若離。二零零九年
縣市長選舉更成為他與國民黨 「分道揚鑣
」的導火線。當時國民黨高層以傅崑萁官
司纏身為由而取消其花蓮縣長候選人資格
，逼得傅崑萁退黨參選，但最後仍取得縣

長寶座。
傅崑萁既與國民黨不和，又始終對宋楚瑜懷有敬

意，在選前一周的關鍵時刻高調挺馬，着實讓不少人
「跌眼鏡」。其實，傅崑萁 「變色」早有端倪。當初

他雖以無黨籍身份角逐花蓮縣長，但仍打着國民黨的
旗號，並聲稱 「二零一二年大選將支持國民黨候選人
」。顯然，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作為地方首長的他要
為自己留條後路。正如邱毅所說，傅崑萁是精打細算
的商人，在政壇同樣也需要縝密的心思。宋楚瑜的勝
算有多少以及會瓜分掉多少馬英九的票源，傅崑萁當
然心知肚明。屆時如果馬英九敗選，藍軍不僅遷怒於
宋楚瑜，自己也會成為出氣桶，日後在政壇的日子可
就難過了。倒不如孤注一擲，押寶馬英九，一來不必
成為眾矢之的；二來又可賣個人情給國民黨，以便
「日後好相見」。

有國民黨立委估計，以傅崑萁在花蓮一呼
百應的實力，足可左右十萬張選票的流向
。如今傅崑萁公開挺馬，不僅對當地選
民有一定的號召力，對立場猶豫不決
的淺藍及中間選民亦具有暗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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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台灣新聞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南 9 日消息：前台南
縣副縣長林文定9 日與媒體餐敘時表示，他長期
在海南島打拚事業，深感兩岸穩定才能帶動台灣
發展，馬英九過去3 年多來帶來的各項利多，只
有馬英九連任才能延續下去。

林文定是民進黨創黨黨員，並擔任過前台南
縣黨部第一任主委，在前縣長陳唐山任內被延攬
至縣府出任副縣長。在離開縣府、退出政壇後，
於2002年前往海南島種咖啡；去年起擔任大陸海
南省政協港澳台經濟辦事處顧問，協助處理台商
相關事宜，此次返台表達支持馬英九連任。

林文定表示，長期在外打拚事業，不管台灣
是誰執政，都得努力工作才有飯吃，也深刻感受
到，兩岸關係的穩定才能帶動台灣發展。

他說，過去 3 年多來，包括兩岸直航、開放
大陸觀光客、陸生來台、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框架
協議等政策，讓兩岸關係穩定發展，因此選擇繼
續支持馬英九。

林文定指出，過去民進黨的兩岸政策無法獲
得大陸方面信賴，若馬英九連任失敗，大陸對台
灣的各項利多政策恐怕都會中斷，兩岸關係也將
再陷入不穩定狀態。

兩岸穩定促台灣發展
民進黨創黨黨員挺馬

【本報訊】據中通社9日報道：國民黨立委邱毅9
日指控挺民進黨的三立電視台董事長林昆海涉入選舉
賭盤，意圖操控選情，更指林在被有關部門約談後竟
不知去向；此外，邱毅同時控告高雄市一名黃姓地方
人士，指其同樣透過選舉賭盤影響選情，三立電視台
同日下午回應，強調林昆海 9 日如期上班，否認其已
被當局扣查；民進黨發言人陳其邁同日卻指國民黨才
是 「賄選黨」，指該黨舉行反賄選活動是 「做賊喊抓
賊」。

國民黨成立「抓鬼大隊」
國民黨9日在高雄舉行 「抓鬼大隊」成立儀式，呼

籲選民全力打擊賄選行為。參與活動的邱毅表示，選
舉賭盤就是變相賄選、變相買票，他呼籲檢察、調查
部門要更積極打擊，不讓選舉賭盤干擾大選。他說，
高雄檢調部門最近已約談2位重量級人物，包括三立電

視台董事長林昆海以及從事情色業的黃姓大亨。邱毅
說，林、黃兩位在高雄地區頗具影響力，目前透過其
影響力及大量資金，透過選舉地下賭盤以影響選舉結
果。

邱毅說，兩人遭有關部門於較早前約談後，便都
藏匿無蹤。他更說，所謂的選舉賭盤，就是一種變相
的賄選、變相的買票，容易出現所謂的 「逆轉勝」。
邱毅介紹，據其了解，目前高雄市的選舉賭盤最為活
躍，目前的賠率高達 1 賠 0.7，料將吸引大批資金投入
，亦將左右選票歸邊，影響 1 月 14 日 「總統」與立委
大選的結果。

由於林昆海是知名三立電視台的董事長，該電視
台以挺綠立場深受南部基層群眾歡迎，該公司公關
部門 9 日上午先以高層在開會為由，拒絕對外回應事
件，但至下午才改口風，否認林昆海被檢查部門扣
查。

邱毅告綠媒董事長操控選情
【本報訊】中央社記者許秩維台北9日電：14日

將舉行大選及立委選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日
說，具投票權的勞工，大選投票日可放假1天，工資
照給，僱主若未依法給假或給薪，可處新台幣2萬到
30萬元罰鍰。

勞委會表示， 「總統」、 「副總統」及各類公職
人員 「選舉罷免投票日」，早經勞委會依 「勞動基準
法」規定，指定為具投票權且該日有工作義務勞工的
休假日。依規定，原排定出勤且具有投票權的勞工放
假一日，工資照給；原毋需出勤者，不另給假給薪。

勞委會勞動條件處表示，僱主如徵得勞工同意在
該日出勤，應加給該工作時間的工資，如正職員工當
天上班，可領2份薪水，且僱主不得妨礙勞工投票。

條件處提醒，僱主若未依法給假或給薪，將可處
2萬到30萬元的罰鍰，主管機關也可公布事業單位或
事業主的名稱、負責人姓名，並要求僱主補給工資；
勞工如有權益受損，可就近向當地勞工行政機關申訴
，以維護權益。

僱主不給選舉假可罰30萬

【本報訊】據中通社9日報道：台灣大選倒數衝
刺，根據台新聞局最新統計，已有35國家和地區135
家媒體，共559名記者、學者報名觀選。

新聞局表示，將於11、12日分別安排海外媒體觀
選團訪問親民黨、國民黨及民進黨，並舉行3黨國際
媒體政見記者會，已各有上百名外媒登記。

登記的媒體包括美國華盛頓郵報、時代雜誌、美
聯社、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經濟學人雜誌、路透社、
法國世界日報、法新社、德國第一廣播電視網、法蘭
克福廣訊報、日本放送協會、讀賣新聞及朝日新聞等。

為了提供國際媒體更完善的服務，新聞局還架設
選舉網頁，提供旅館、醫院、交通、手機租用等各種
資訊、本屆選舉3組候選人的簡介，過去幾屆 「總統
」選舉投、得票的統計資料。另外，也將安排文化旅
遊行程，供赴台觀選人士自由參加。

數百海外記者赴台觀選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9日消息：台灣衛生署9
日核准30家醫院可直接以 「健檢醫美」名義，代為申
請大陸民眾來台健檢醫美。

台衛生署醫事處科長陳真慧表示，依據 「大陸地
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規定， 「衛生署」9
日正式公布核可從事健康檢查及醫學美容的30家醫療
機構，可以直接以 「健檢醫美」名義，向 「移民署」
代為申請大陸地區人民來台進行健檢醫美。陳真慧表
示，這30家醫院包括台大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台
中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振興醫院、中山醫院等。

另外也配合陸客需求，准許增加3天的停留時間
，讓他們可以在台短期旅遊及消費購物，一次來台最
長可以停留15天展開健檢醫美行程。

台30醫院可代辦健檢來台

▲花蓮縣長傅崑萁（右）9日參加 「力挺馬吳花蓮縣團結造勢大會」 ，與國民黨榮譽主席吳
伯雄（左二）同台，公開表態支持馬英九連任。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央社東京9 日消息：日本警視廳9
日晚召開記者會公布，涉嫌殺害兩名台灣留日女學生的
張志揚，是在被警察發現並帶到警察局之後，利用暗藏
的刀子自刎，送醫不治。

警視廳說，30 歲的張志揚在名古屋 SKE 劇場
（AKB48 姊妹團）地下 1 樓被警員發現。警員問他：
「你是張志揚吧？」他回答： 「是的。」警察問他有無

攜帶危險物品，他回答沒有。
於是警察讓他上巡邏車，到警署後，警員叫他下車

，張志揚便拿出刀子，抵着自己的脖子自刎，警察立刻
叫救護車，但送到醫院時，他已經身亡。

張犯自稱 「偷了東西」
張志揚在警車裡向警員表示，他偷了東西，做了對

不起林和朱的事情，他對不起親戚和朋友。
張志揚被捕時，戴眼鏡、身穿黑色外套、藍色牛仔

褲、白色球鞋，是否為犯案當天的服裝並不清楚。身上
有手機、面紙、錢包和外國人登錄證等。

在警車裡，張志揚和搜查員有大約 10 分鐘的對話

，自殺的刀子刀刃長11公分、把手10公分，看起來像
水果刀。警視廳發言人被問到為何盤問時未搜出刀子，
發言人表示，可能搜身不夠嚴密。日本媒體質疑警方有
疏忽之處。

被問到為何警員會到SKE劇場，發言人說，之前做
過調查得知張志揚喜歡SKE，可能會去那裡，剛好今天
SKE公演，遇到張也算偶然。

嫌疑人已死不再起訴
台灣法界人士指出，犯罪嫌疑人若已死亡，日本檢

方將不審究實體案情，予以不起訴處分。
張志揚的父親得知消息後啜泣表示，10日一早將在

外交部人員協助下，前往日本處理兒子後事。
台灣女學生林芷瀅、朱立婕，5日被發現在東京草

苑日本語學校宿舍內遭殺害；日本警視廳藏前警察署特
別搜查組8日對台灣男子張志揚發布通緝令。

受害的兩女學生的家屬表示，看到新聞，知道張志
揚畏罪自殺，但是他犯案的動機、真相不明，對家屬來
說還是不能有個交代。

身藏利器上警車 日媒責警方疏忽

◀日本警
視廳藏前
警 察 署 9
日重新張
貼張志揚
的通緝海
報 ， 將 8
日公布的
照片變小
，近照比
較大。

中央社

▲國民黨金門縣立委候選人楊應雄（前中）9
日舉行記者會強調反抹黑、反奧步，並成立
抓鬼大隊，隨時防制對手抹黑手法。 中央社


